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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1.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0年审计报告，年末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

1,379,299,930.62元。2020年公司合并报表实现净利润615,174,893.53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553,964,896.17元，每股收益0.6040元。 

本年度拟以2020年末总股本957,664,59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3元(含

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220,262,856.16元。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比例为39.76%。 

2.本年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盐化工 600328 兰太实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云泉 孙卫荣 

办公地址 内蒙古阿拉善左旗乌斯太镇阿拉善经

济开发区 

内蒙古阿拉善左旗乌斯太

镇阿拉善经济开发区 

电话 0483-8182016 0483-8182016 

电子信箱 ltzqb@lantaicn.com ltzqb@lantaicn.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主要业务 

公司是一家集盐、盐化工、医药健康产品等生产及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公司主营业务

为以精制盐、工业盐等为代表的盐产品；以金属钠、氯酸钠等为代表的精细化工产品；以纯碱、

烧碱、电石、PVC、糊树脂、氯化铵为代表的基础化工产品；以苁蓉益肾颗粒、复方甘草片、维

蜂盐藻等为代表的医药保健产品。 

2.经营模式 



公司遵循“盐为基础、横向拓宽、纵向延伸、科学发展”的思路，坚持不懈地推进管理变革

和技术创新，努力寻求产业升级和多元化发展道路，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工作。目前已

发展成为横跨内蒙古、青海、江苏、江西四省（区）七地的盐与盐化工企业，未来公司将建设成

为“生产环境清洁优美、资源利用节能减排、收入利润持续增长、股东员工共同受益”的中国西

部一流的循环经济盐化工基地。公司主要采用生产销售型经营模式统筹安排；原材料采购以招标

采购和比价采购为主；盐及盐化工产品销售模式以直销为主、贸易为辅；医药产品销售模式主要

为普药大流通分销模式、新药招商代理加学术推广模式、保健品区域代理加品牌推广模式。 

3.行业情况 

（1）盐行业：国内原盐生产企业 180 多家，产能约 11,238 万吨，产量在 9,111 万吨，装置

利用率 82%，小幅下滑。下游主要分布在烧碱、纯碱等行业。公司的 2 个盐湖分别位于内蒙古和

青海，原盐储量约 2 亿吨；主要为公司盐化工产品提供生产原料，外销客户位于公司周边，区域

优势明显。一季度受国内疫情影响，物流运输不畅，下游复产困难，价格一度走低，二季度新盐

产出，供给量增加，供大于需，价格继续回落。而进入秋季海盐产量供给严重不足并持续发酵，

市场出现逆转，原盐价格紧绷并走高，不过因两碱冷热不均，加之北方供暖限产，市场重新归于

平稳，原盐价格止涨企稳。公司所在区域内需求量约 1,882.55 万吨，其中工业盐 1,814 万吨，食

用盐 68.55 万吨。 

（2）精细化工行业 

①金属钠：2020 年全球金属钠产能装置约 16.05 万吨。其中，国外 2.8 万吨，国内 13.25 万

吨。金属钠行业全年平均开工率 79%，同比 2019 年下降 9%。公司金属钠产能 6.5 万吨，占全球

产能的 40.5%，规模与技术优势处于行业领先位置。全球金属钠表观需求量为 14 万吨，消费领域

集中在靛蓝粉和医药中间体（硼氢化钾/钠、甲醇钠、叔丁醇钠、ABL、甲氧苄啶、氢化钠等）行

业，少量在多晶硅领域。占比分别为 30%和 70%。2020 年，国内金属钠整体行业受疫情冲击影响

较明显，其中，对下游主需求行业靛蓝粉冲击最大，一二季度该行业开工率仅有 40%左右，进入

三季度后陆续恢复到 80%以上。医药中间体上半年开工率 80%左右，下半年硼氢化钠/钾、ABL、

甲氧苄啶等部分医药中间体在国际疫情持续影响下，国际大量订单转向中国，负荷进一步提升，

开工率达到 90%以上。同时在中印、中美贸易冲突和汇率波动以及海运费大幅上涨，使得出口贸

易量不稳定，贸易成本也大幅增加。 

②氯酸钠：全球氯酸钠产能约 430 万吨，其中，国外约 335 万吨，主要分布在北美、欧洲等

国，国内产能约 95 万吨，其中单独装置氯酸钠产能约 54 万吨，复合生产装置产能约 41 万吨。下

游主要集中在纸浆与亚氯酸钠、高氯酸钾、水处理等应用领域。公司本部及参股子公司氯酸钠产

能 16 万吨，占国内产能的 25%。公司产品销售主要覆盖陕、蒙、宁、鲁、豫、京、津、冀及东北

地区；下游主要分布在亚钠、纸浆、染料等行业。  

（3）基础化工行业 

①纯碱：2020 年底国内纯碱产能约 3,134 万吨，其中新增产能 90 万吨，停产产能 185 万吨，



整体较 2019 年减少 90 万吨，其中 100 万吨以上（含）生产厂家有 13 家，共计年产能 2,120 万吨。

江苏、河南、青海、山东、河北是国内主要的纯碱生产地，公司纯碱产能 240 万吨，占国内产能

的 7.3%。产品覆盖冀、豫、晋、陕、川、沪、赣等区域；下游主要分布在玻璃、氧化铝、无机盐、

医药、味精等行业。2020 年，国内纯碱受疫情影响，员工返岗返工率降低，新项目的建设进度推

迟，纯碱下游企业开工不足，陆续复工复产启动缓慢，另外受疫情以来宏观经济形势低迷的影响，

需求总体呈萎缩态势。同时，疫情期间产品运输受到明显影响，部分产品无法运达下游客户。纯

碱生产企业整体库存快速攀升，市场供求失衡，纯碱价格迅速下滑。 

②聚氯乙烯树脂(PVC)：截至 2020 年底，国内聚氯乙烯现有产能约为 2,664 万吨（其中包含聚

氯乙烯糊状树脂 127 万吨）。年内新增产能 201 万吨，退出规模 55 万吨。继 2014-2016 年和 2018

年产能净减少之后，2019 年底开始转为净增长。2021-2022 年预计中国将有 474 万吨的新增聚氯

乙烯项目投产，其中乙烯法扩能为 226 万吨，约占扩能总量的 48%。公司聚氯乙烯树脂产能 40

万吨，产能规模属中等行列。PVC 下游对接塑料加工行业，涉及众多塑料加工行业中的产品，以

型、管材占比最大。据统计，2020 年中国 PVC 表观消费量为 2,056 万吨，同比上年实现增长 1.4%。

近年来，PVC 应用领域的推广，使得其在家装、塑料包装、医用等领域增速可观。 

③糊树脂：目前，国内糊树脂产能约为 110 万吨，主要生产企业 17 家，产能均不超过 20 万

吨。糊树脂主要用于医疗手套、人造革、搪胶玩具、滴塑商标、油漆涂料等领域，其中医疗手套

和人造革占比超过 50%。随着技术提升，糊树脂在电子信息、航空航天、生物技术等应用领域也

在不断拓展。公司糊树脂现有产能 4 万吨，占国内树脂产能的 3.63%,现二期 4 万吨项目已到投料

试车阶段, 项目建成后公司糊树脂产能将达到 8 万吨。 

④烧碱：2020 年底，我国烧碱主要生产企业 158 家，较 2019 年新增 5 家，退出 8 家，总产

能 4,470 万吨，较前一年新增 205 万吨，退出 115 万吨，产能净增长 90 万吨。国内烧碱下游需求

格局基本稳定，个别下游行业占比小幅调整。其中，氧化铝行业和纺织印染行业占比均出现小幅

下降，化工和轻工行业耗碱比例略有提升，其他下游消费领域耗碱量没有明显变化。 

⑤氯化铵：2020 年，国内氯化铵产能约为 1,200 万吨左右，主产区集中在华东以及华中地区，

其中华东产能占比接近 50%，均来自于联合制碱企业，公司中盐昆山亦属于联碱法生产企业，氯

化铵产能 65 万吨，产品主要销售区域为江苏、安徽、东北等地区，下游主要需求来自于肥料等农

业，有少部分用于工业。  

（4）医药行业：具体内容详见“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二、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四）

行业经营性信息分析 行业情况”。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13,388,895,102.71 14,236,179,840.51 -5.95 15,382,071,708.20 



营业收入 9,752,639,800.15 10,738,270,209.50 -9.18 10,535,948,960.84 

扣除与主营业

务无关的业务

收入和不具备

商业实质的收

入后的营业收

入 

8,901,737,473.80 / / /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553,964,896.17 895,213,790.76 -38.12 871,307,859.2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37,782,513.00 314,837,517.29 70.81 260,325,270.0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6,495,404,596.50 5,466,209,332.90 18.83 5,448,926,802.84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646,016,644.17 1,472,293,237.58 11.80 1,830,376,547.98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6040 1.0707 -43.59 1.042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6040 1.0707 -43.59 1.0421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9.05 15.29 减少6.24个百

分点 

19.28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925,888,628.79 1,957,083,829.40 2,448,406,593.00 3,421,260,748.96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

润 

61,345,067.77 40,235,201.38 164,200,959.69 288,183,667.33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

净利润 

62,338,811.56 38,063,895.98 160,535,647.13 276,844,158.33 

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

额 

491,717,532.41 204,620,039.68 362,235,960.26 587,443,111.82 



2020 年一季度处于疫情发展初期，疫情对公司生产经营影响已经显现，主营产品均受到下游

企业开工率影响，量价齐跌，本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归母净利润”）

为 6,134.51 万元；二季度疫情发展逐步深入，下游停产企业范围迅速扩大，特别是两碱下游玻璃

及氧化铝企业，均受到房地产等行业景气度降低影响，采购量大幅减少，价格进一步下滑，其中

纯碱跌至近几年最低点，本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仅为 4,023.52 万元；三季度受疫情防控好转，PVC

等主营产品市场逐步恢复，销量与售价增长；同时受疫情影响，糊树脂下游手套料需求旺盛，市

场供应紧张，价格也随之上涨，本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为 16,420.10 万元；四季度公司生产经营基

本全面恢复，PVC、糊树脂等产品量价齐升，本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 28,818.37 万元。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6,62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3,90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

东 

性

质 

股

份 

状

态 

数量 

中盐吉兰泰盐化集

团有限公司 

398,052,972 542,945,300 56.69 398,052,972 质

押 

143,790,000 国

有

法

人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24,643,779 24,643,779 2.57 0.00 无 0.00 国

有

法

人 

中核（浙江）新兴

产业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6,990,881 6,990,881 0.73 0.00 无 0.0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华章天地传媒投资 5,031,280 5,031,280 0.53 0.00 无 0.00 境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惠州讯威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4,559,270 4,559,270 0.48 0.00 无 0.0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计平 -76,132 3,972,500 0.41 0.00 无 0.00 境

内

自

然

人 

郑潇潇 1,090,500 3,935,800 0.41 0.00 无 0.00 境

内

自

然

人 

冯建屏 390,530 3,869,281 0.40 0.00 无 0.00 境

内

自

然

人 

陈能依 1,272,500 3,691,600 0.39 0.00 无 0.00 境

内

自

然

人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3,495,440 3,495,440 0.36 0.00 无 0.0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56.69%的股份，为公

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

规定，构成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20 年，公司以整体战略目标为导向，持续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规模，不断提

升整体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一年来，主要生产经营指标顺利完成，

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和长足进步。 

1.主要经营指标完成情况：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97.53 亿元，完成年计划的 101.44%；全年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 5.54 亿元，完成年计划的 73.86%。 

2.主要产品产销完成情况： 

聚氯乙烯生产 42.94 万吨，完成年计划的 104.73%；销售 42.25 万吨，完成年计划的 103.05%。

烧碱生产 37.39 万吨，完成年计划的 105.32%；销售 37.23 万吨，完成年计划的 104.87％。成品盐

生产 100 万吨，完成年计划的 100%；销售 108.07 万吨，完成年计划的 108.07%。糊树脂生产 5.03

万吨，完成年计划的 111.67%；销售 4.81 万吨，完成年计划的 106.89%。纯碱生产 254.41 万吨，

完成年计划的 98.23%；销售 264.16 万吨，完成年计划的 101.99%。金属钠生产 4.8 万吨，完成年

计划的 102.13%；销售 5.00 万吨，完成年计划的 99.80%。氯酸钠生产 9.76 万吨，完成年计划的

101.67%；销售 9.61 万吨，完成年计划的 100.07%。复方甘草片生产 326.4 万瓶，完成年计划的

36.15%；销售 300.72 万瓶，完成年计划的 33.41%。苁蓉益肾颗粒生产 276.78 万盒，完成年计划

的 50.32%；销售 329.75 万盒，完成年计划的 59.95%。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年度本公司纳入合并范围的二级公司共 10 家，具体如下： 

序号 子公司名称 简称 

1 内蒙古兰太钠业有限责任公司 兰太钠业 

2 内蒙古兰太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兰太药业 

3 鄂托克旗胡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胡杨矿业 

4 内蒙古兰太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兰太煤业 

5 阿拉善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污水处理公司 



序号 子公司名称 简称 

6 中盐青海昆仑碱业有限公司 昆仑碱业 

7 中盐吉兰泰氯碱化工有限公司 氯碱化工 

8 中盐吉兰泰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高分子公司 

9 中盐昆山有限公司 中盐昆山 

10 中盐华东化工有限公司 中盐华东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七、合并范围的变更”和“八、在其他主

体中的权益”。 

四 公司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1 行业格局和趋势 

√适用 □不适用  

1.盐行业 

当前，我国盐业落后产能淘汰任务较重，盐企集中度不高，制盐行业产能过剩。未来盐业发

展方向为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强化科技创新，推动盐业高质量发展；深化盐业改

革，确保食盐质量和供应安全；实施三品（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战略，推进供应侧结构性

改革。 

2.化工行业 

①随着国内部分金属钠企业扩产，产能扩张明显，预计 2021 年全球金属钠产能可达到 19.45

万吨。从金属钠下游需求结构来看，主要集中在靛蓝粉和医药中间体方面，其中，靛蓝粉终端应

用于纺织服装领域，受全球消费需求影响较大，未来，中国消费市场将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

医药中间体消费金属钠 10 万吨以上，集中在亚洲、美洲、少部分在东南亚地区，到 2025 年，采

用绿色工艺生产的原料药比重进一步提高，高端特色原料药市场份额显著提升。金属钠用量稳定

并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其他新兴产业如多晶硅、核电领域也有少量应用，随着核电商业化，核

电应用的领域前景较好。公司作为行业龙头，拥有规模、技术优势，具备一定的市场话语权，将

在行业内继续保持一定的主导作用。 

②氯酸钠国内产能约为 95 万吨，其中 2020 年底—2021 年增加 9 万吨陆续投产中，同时，受

环保及技术进步影响，部分产能已从行业内退出，行业总体出现需求缺口。我国氯酸钠生产和需

求增长明显高于世界市场，国内主要集中在高锰酸钾、亚氯酸钠、纸浆、水处理等行业，依据国

家环保政策，亚氯酸钠与水处理制剂的发展前景较为广阔。以氯酸钠为原料的消费领域水处理和

亚氯酸钠行业直接下游为二氧化氯行业，未来在国内二氧化氯替代液氯、次氯酸钠、次氯酸钙、

臭氧等自来水消毒产品将成为必然。此外，二氧化氯在医药、化工、环境以及食品领域应用前景

广阔，用于污水处理厂除臭等新领域还再被发现推广，对氯酸钠的应用将大幅提升。 

③国内纯碱产能在 3,134 万吨，较 2018 年增加 156 万吨，其中 100 万吨以上（含）生产厂家

有 13 家，共计年产能 2,120 万吨。随着供给端产能扩张且集中度不断提升，优质产能开工率将高



于平均开工水平，产量尚存在一定的上升空间。由于目前纯碱企业仍保持盈利。受环保政策及去

产能影响，纯碱供需都存在一定的阻力,基本可维持动态平衡，受“碳达峰”、“碳中和”影响，清

洁能源的大力推广，带动光伏产业的大规模兴起，光伏用玻璃需求持续增长，对纯碱产业将形成

强力拉升。 

④聚氯乙烯树脂（PVC）作为基础材料之一，下游不断创新新型产业。目前我国出口及制品

出口增势可观，对于国内本就供需平衡的市场形成撬动，个别时期供不应求促使价格大幅拉涨。

未来随着聚氯乙烯树脂应用领域的不断拓宽以及行业进入壁垒大幅提高，其行业运行水平将长期

维持高位。 

⑤糊树脂：中国为糊树脂主要生产国，国内糊树脂下游行业配备完善，国内自产自销为主，

出口量小。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内糊树脂通过制品转出口成效明显，医用手套出口全球市场，

受此支撑糊树脂原料价格大幅拉涨，短期内，糊树脂需求还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未来，随

着全球疫情的消除，市场需求必然会回归理性，进入常态化运行周期。 

⑥烧碱：目前我国烧碱生产企业 158 家，产能 4,470 万吨，产量小幅增长，区域市场供应格

局稳定，市场整体呈现震荡先行走势，烧碱库存压力持续存在。未来，我国政策将紧密围绕高质

量发展而调整，氯碱行业发展将进入从规模增长向质量提升的重要窗口期，烧碱新增产能依旧受

到严控，不会出现大幅骤增的现象；根据国家扩大内需战略，将加快释放烧碱产品市场需求潜力，

烧碱行业产能及下游行业需求将小幅提升。 

3．医药行业 

目前，我国医药行业发展状况良好，政府给予政策支持，老龄化社会带来市场需求增长，经

济发展使得居民消费能力提高。未来，医药行业将出现增长趋势，但医药行业本身存在着长期研

发压力大和短期生产成本高的不利条件，医药行业的发展速度可能受到一定的影响。 

2公司发展战略 

√适用 □不适用  

一是差异化战略。采用先进技术，扩展、完善产品链，提高竞争能力，做到上游产品规模化

和内涵优质化，下游产品精细化、系列化。做好氯氢等产品综合利用，延伸发展高分子材料、金

属钠、金属锂等新材料、精细化工产业链条，发展绿色循环经济，实现产品结构拓展，增加产品

多元化，提高产品竞争力。 

二是自主创新战略。利用自治区级技术中心平台，加强与周边高校、企业的合作，加强科技

成果转化能力，在技术创新、新材料应用、节能减排方面要走到行业的前列，有效推动企业的技

术转型和产业升级。 

三是人才强企战略。加强经营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技能操作人员三支队伍建设，改良

培训方式，提高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和一线员工的操作技能水平，打造一支扛得起、负的重、过

得硬，有担当、有思路、有招数的员工队伍。 

四是知名品牌战略。打造精品生产线，做好售后服务工作，推广与宣传中盐品牌产品，利用



公司品牌效应，提高公司产品的软实力，积累企业品牌价值。推广与宣传中盐品牌产品，利用公

司品牌效应，提高公司产品的软实力，积累企业品牌价值，为后续产品的上市做好铺垫。 

五是质量发展战略。提高产品质量，特别是树脂产品优一级品率，以高质量的产品，提高客

户满意度和忠诚度。提高过程管理质量及经营质量，以专业化、精细化的运营管理助推企业高质

量发展。 

3经营计划 

√适用 □不适用  

1.2020 年度经营计划完成情况详见“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二、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

况”的内容。 

2.2021 年度经营计划 

（1）产销计划：纯碱：产销 240.82 万吨（含小苏打产销 5 万吨）；氯化铵：产销 73.58 万吨；

聚氯乙烯产销 41 万吨；烧碱产销 36 万吨；糊树脂：产销 7.5 万吨；金属钠：产销 6 万吨；氯酸

钠：产销 10 万吨；三氯异氰尿酸：产销 2 万吨；成品盐：产 100 万吨，销量 120 万吨(含内部使

用)。复方甘草片：产销 700 万瓶，苁蓉益肾颗粒：产量 320 万盒，销量 380 万盒。 

（2）其他指标：质量与安全大事故为零；人员轻伤率控制在 2‰以内；产品出厂合格率 100%。 

（3）产业发展计划 

①盐产业：一是认真开展食盐专营放开政策的规划和落实，加强食用盐和多品盐的市场开发

与营销工作；二是实施生态绿化、补水等盐湖综合治理和资源保护工程，合理规划开采规模，提

高盐湖资源的利用率；三是继续加强多品盐的研发和市场开拓力度，通过对食用盐的精耕细作，

增强市场竞争力；四是加强生产过程质量控制和技术改造，逐步淘汰高耗能、高成本的主体设备，

提高盐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经济效益。 

②精细化工产业：一是充分发挥金属钠技术优势和规模优势，加强与周边及其他地区金属钠

企业，尤其是金属钠下游企业的深度合作，迈出公司引领行业健康发展的坚实步伐，为增强公司

发展后劲开辟新的路径要；二是通过技改技措、填平补齐的办法进一步优化现有生产工艺，深挖

节能降耗潜力，确保部分产品产能始终占据世界与国内领先地位；三是通过技术管理途径，缩短

氯酸钠厂、氯化异氰尿酸厂在运行方面与其他先进企业的差距。 

③基础化工产业：一是进一步优化 PVC、烧碱、糊树脂等氯碱化工产品结构，深挖规模效益

优势，寻找机遇推进新增 PVC、烧碱、糊树脂等改扩建项目，提高氯碱产品市场占有率；二是充

分发挥青海地区低成本优势，持续推进合资建设纯碱项目，努力提升纯碱产业规模化优势；三是

抓好市场营销工作，调整市场布局和客户结构；四是充分发挥“高起点、新技术、低成本”的综

合优势，重点做好纯碱行业精细化管理和提质增效工作。 

④医药产业：一是依托盐湖生物养殖和苁蓉资源，着力打造“生物盐藻养殖基地和苁蓉种植

基地”建设，做大、做强、做优健康产业和中药产品市场；二是努力改变销售品种单一的局面，

加大新药、保健食品、食品的研发力度；三是统一布局保健品营销网络，通过搭建“网络平台”，



加大互联网产品销售力度；四是全面转变营销模式，借助“中盐”品牌优势，打造以品牌营销为

核心的新商业模式。 

（4）经营管理计划 

①科技创新计划:一是公司以研发中心为平台，做好各产业链规划、设计、技术开发、产品研

发等工作，以研发平台带动企业科技创新向盐湖、金属钠、药业、基础化工材料等方向发展；二

是逐步完善以企业投入为主体，以申报各级政府项目经费资助为补充，多渠道、多层次增加科技

投入；三是建立健全教育培训体系，通过自主培养和合作培养的方式对科技人才进行培养；四是

加强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建立并完善公司知识产权保护相关制度和措施，为技术创新营造有序

和良性发展的环境。 

②安全生产计划:一是认真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及《质量、环

境与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手册》要求，进一步强化安全责任制考核，提升安全标准化水平；二是推

动完善安全管理信息化平台建设，加强应急救援管理,确保公司安全生产；三是强化污染防治,减少

资源消耗,强化“三废”有效治理，持续加大环保工作管控力度；四是切实做好环保及节能减排工

作，努力实现安全环保“零伤害、零污染、零泄漏、零事故”目标。 

③品牌计划:一是配合中盐集团开展母子品牌的规范管理工作，逐步推进品牌一体化建设；二

是加强品牌宣传投入，依靠各种媒介宣传和推广，培育品牌的市场知名度和美誉度；三是建立全

面质量管理体系，做好产品质量管理，塑造品牌核心竞争力。 

④信息化计划：一是加强信息系统和工业控制系统网络安全建设工作，逐步推进信息系统的

安全测评工作，建立企业工业控制系统网络安全监测和预警系统；二是加快推进企业安全生产信

息化平台建设，打造基于工业互联网的绿色安全管理能力；三是通过两化融合管理体系的建设和

实施，以两化融合管理体系为抓手，实现管理水平的持续提高；四是通过中盐盐藻网站、微信公

众平台、京东销售平台等，对营销管理系统、会员管理系统、产品防伪追踪系统等进行建设；五

是持续加强公司信息化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提升专业管理能力和水平。 

⑤人力资源计划:一是按照公司改革创新和转型发展目标，对标行业和国际一流，做好管理人

才、技术人才队伍建设工作；二是要根据企业实际情况，逐步建立以素质能力评价为基础，以绩

效评价为核心的科学人才评价体系；三是创新培训形式，拓展培训内容的深度，采取分层次、分

类别开展培训。 

⑥购销统筹计划:一是夯实采购管理基础，强化物资计划提报流程，加大物资流转的及时性；

二是推行通用类物资集中储备，实现资源共享；三是加大积压物资处理力度，实施物资库龄统计

汇总工作，避免潜在积压物资的出现；四是加大集中采购和招标采购工作力度，推动物资采购规

范化管理，提高采购规范度；五是建立安全、稳定的供应商队伍，通过年度考评和日常考评优化

供应商结构，实现供应商的优胜劣汰；六是创新营销模式，在巩固现有市场份额的基础上，以提

高市场占有率、追求利润增长为目标，提升经济效益。 

⑦风险防控与应急保障计划:一是将战略风险评估嵌入公司重大决策的过程之中，对重大项目



投资、重大事项、高风险业务等开展专项风险评估；二是通过治理结构和制度政策的规范和完善，

将董事会对全面风险管理的领导和监督作用落到实处；三是制定“三重一大”决策制度专项治理

工作实施方案，坚持董事会和经理层决策的“三重一大”事项必须听取党委意见，坚持民主集中

制原则；四是加强应急保障体系建设，按照统一领导、分级负责、条块结合的原则，建立相互衔

接的预案和信息沟通机制。 

⑧投资计划:公司固定资产项目主要围绕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和国家环保政策要求统筹计划实

施安排项目，严格控制投资规模和投资项目，强化项目评审论证，规范投资决策，把控投资、进

度、安全等过程控制，提高项目管理水平，使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按规范要求实施，并严格实行项

目后评价管理考核措施。 

⑨资本运营计划:一是充分挖掘现有资产价值，盘活存量资产；二是利用证券市场直接融资，

继续积极探索资本市场多种融资方式，寻求新的再融资项目。 

4可能面对的风险 

√适用 □不适用  

1.国家产业政策及投资风险 

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国内产业政策对化工行业发展的调控和限制

措施日益严格，以供给侧结构改革为核心，以化解过剩产能为重点，以节能减排为先导，包括落

后产能淘汰、清洁生产、安全、环保等一系列政策调整，将对我国盐化工企业产生重要影响。国

家产业政策风险直接影响投资风险的增加。 

对策：关注国家产业政策变化，投资前充分做好项目调研工作，研判行业发展趋势，提高项

目实施的准确性；同时对现有产业装置积极进行技术革新，引进节能减排技术，实现达标排放；

优化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差别化产品效益，满足国家各项产业政策的同时降低投资风险。 

2.原材料及能源价格的波动风险 

风险：公司所属行业的上游为煤炭、石灰石、原盐、液氨、电力等原材料和能源行业，上述

原材料和能源是公司产品营业成本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格波动及供应量变化对公司产品的营

业成本有较大影响。若上述原材料和能源的价格出现较大上升，将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

响。 

对策：引入采购招投标机制，对主要原材料采取预订、锁单及签订框架协议等措施，保障原

材料采购价格基本稳定；在采购管理信息化项目上实现了必联网与 NC 系统互联互通，利用互联

网开展询比价工作，扩大询比价范围，降低采购成本；制定严格的管理制度和考核办法，通过控

制原材料采购规模，加强原材料库存管理，杜绝高库存可能引起的原材料跌价损失风险。 

3.环境保护风险 

风险：公司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废水、废气、粉尘、固废、噪声等污染物，其生产车间及配套

措施均符合环境保护政策的相关要求。但随着国家安全环保监管的持续趋严，国家和地方政府可

能会出台更严格的法律法规来提高相关行业的环保水平，公司将面临标准更高的环保法律法规的



要求，将会导致公司在环境治理的投入增加，管理难度增大，对公司的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一定

影响。 

对策：加强环保工作，健全环保组织机构，充实环保管理人员；完善环保管理制度，建立环

保管理及减排台帐和档案，制定并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强化安全检查、隐患排查力度和深度，

加强重大危险源、关键装置、重点部位及重大风险的管理，加强特种设备管理，完善应急救援体

系，确保公司的环境管理水平得到提升，环境质量得到改善；紧紧依靠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提

高环保装置和源头治理水平，保障污染源达标排放和危废依法依规安全处置，形成科技创新和管

理创新双轮驱动的安全工作格局。公司建立了环境保护应急组织机构，成立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指挥领导小组，设置了应急电话、报警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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