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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0年，公司董事会依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严格依法履行职责,积

极有效行使职权，认真落实股东大会决议，勤勉开展各项工作,较好保障

全体股东权益。。 

一、董事会日常工作情况 

公司董事会现有董事9名，其中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占全体董事

的三分之一。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开展工作。

公司董事勤勉尽责，认真审议董事会议案、召集股东大会，积极参加有

关培训。外聘独立董事对责任范围内的议案，均能事前及时知悉审阅，

会中公正客观地发表独立意见。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0年, 公司董事会共召开会议9次，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召开日期 议案审议情况 披露索引 

1 2020年 3月 3日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

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等 2 项议案。 

公告内容刊登于 2020年 3 月 4日的《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公告编号：

2020-012 

2 2020年 3月 10 日 
审议通过了《关于开立募集资

金专户的议案》。 

公告内容刊登于 2020年 3月 11日的《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公告编号：

2020-016 

3 2020年 4月 3日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

本的议案》等 4个议案。 

公告内容刊登于 2020年 4 月 7日的《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公告编号：

2020-023 

4 2020年 4月 14 日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关于

免去蔡育明先生副总经理职务

的议案》. 

公告内容刊登于 2020年 4月 15日的《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公告编号：

202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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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20年 4月 28日 

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2019 年年度报告

及摘要》、《公司 2020 年第一季

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等 13个议

案. 

公告内容刊登于 2020年 4月 15日的《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公告编号：

2020-035 

6 2020年 8月 6日 
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

对其下属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公告内容刊登于 2020年 8 月 7日的《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公告编号：

2020-054 

7 2020年 8月 26 日 

审议通过了《2020 年半年度报

告及摘要》、《关于调整董事会

成员人数暨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关于继续向控股股东

及关联方借款的议案》等 6 项

议案。 

公告内容刊登于 2020年 8月 27日的《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公告编号：

2020-056 

8 2020年 10月 26 日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年第三

季度报告》。 

根据深交所相关规定，该项公告可免于

披露。 

9 2020年 11月 20 日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等 2项议案。 

公告内容刊登于 2020年 11 月 21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告编

号：2020-068 

（二）董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在报告期内履行职责情况 

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决策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充分

发挥专业优势，认真履行委员职责，就公司定期报告、关联交易、重大

事项、高级管理人员变动等议案进行充分探讨和审议并提出科学、合理

的建议，为董事会科学决策提供了依据。 

审计委员会积极履行职责，充分利用专业知识对公司内部审计工作

进行指导,为公司选聘审计机构、关联交易发表相关意见；参与制定年审

计划、审核年度审计报告，督促审计工作的进展，并在认真审阅公司2019

年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后发表审阅意见。 

战略决策委员会通过积极研究宏观经济的变化，加强对市场形势的

研判，报告期内讨论和制定公司 2020 年度经营目标计划，并提交公司

董事会讨论。 

提名委员报告期内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对董事候选人、聘任的高

级管理人员进行了提名前的审查工作，对其任职资格等认真进行了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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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了公司董事、高管聘任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在公司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配合下对在公

司内部任职的高级管理人员2019年度工作情况进行绩效考核，提出了绩

效薪酬方案。 

（三）股东大会召开情况 

2020年度，公司共召开了5次股东大会，全部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股

东大会召开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会议届次 会议类型 
投资者参

与比例 
召开日期 披露日期 披露索引 

1 
2020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 
临时股东大会 46.64% 2020 年 03 月 20 日 2020 年 03 月 21 日 

公告内容刊登于 2020 年 3

月 21 日的《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

公告编号：2020-017 

1 
2020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 
临时股东大会 45.00% 2020 年 04 月 23 日 2020 年 04 月 24 日 

公告内容刊登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的《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

公告编号：2020-032 

3 
2019 年度股东

大会 
年度股东大会 34.43% 2020 年 05 月 20 日 2020 年 05 月 21 日 

公告内容刊登于 2020 年 5

月 21 日的《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

公告编号：2020-047 

4 
2020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 
临时股东大会 60.20% 2020 年 09 月 16 日 2020 年 09 月 17 日 

公告内容刊登于 2020 年 9

月 17 日的《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

公告编号：2020-061 

5 
2020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 
临时股东大会 34.39% 2020 年 12 月 8 日 2020 年 12 月 9 日 

公告内容刊登于 2020 年 12

月 9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

公告编号：20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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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0年度经营分析概述 

2020年是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实现业务转型的第一年。面对复

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峻考验，公司坚决贯彻落

实国家及地方的各项决策部署，坚定推进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工作，抓

住市场机遇，加快发展，实现主业顺利转型，生产经营取得较好业绩表

现。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4,351.27万元，同比增长75.62%；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093.92万元，经营业绩实现扭亏为盈。 

（一）把握市场机遇，稳定开展各项生产经营工作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以及中美贸易摩擦对医药产业的影响，报告

期内子公司南松凯博的产品需求呈现上半年爆发式的增长，下半年显著

萎缩，生产经营出现较大波动。南松凯博积极采取措施，克服原料紧缺、

价格上涨、物流受阻等困难，积极优化生产工艺，提高产品的产量和质

量，狠抓产运销衔接，强化资金管控，准确把握市场走势，对全国以及

海外市场需求进行科学分析、合理安排、统筹分配，制定切实可行的营

销策略，既满足了国内外新老客户的急迫供货要求，又为公司带来了最

大化的利益。 

报告期内，子公司河化生物尿素委托加工及销售业务受疫情影响，

尿素销售量与去年同比下降27.17%。年初受疫情影响，广西区内各地对

道路进行封锁，货物运输不畅，且尿素包装的编织袋厂停工无法按时供

应编织袋，尿素销售业务几近停滞。疫情缓解后，公司积极与上游供应

商及下游客户进行协调，在继续完善销售网络布局前提下，加大对上游

厂家采购力度，并推进尿素发货速度，尽量抢回疫情影响的业绩。 

（二）加大研发投入，稳步推进研发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南松医药联合多个药企、研究院所开展

了多个项目的小试研发及中试研发工作，扎实推进医药中间体研发项目

建设，不断拓展医药中间体品种数量，为公司产品线拓展及工业化生产

做好战略及相关技术储备。报告期内完成了培哚普利中间体及托法替布

中间体的生产中试研发；完成盐酸氟奋乃静工艺的优化和交样、替格瑞

洛中间体工艺的开发及优化、磷酸咯萘啶的公斤级放大交付、4,7-二氯

喹啉项目优化、固定床催化氯喹侧链工艺开发等小试研发。公司将在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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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研发及生产技术的基础上，积极寻求下游客户订单，根据市场需求，

适时进行量产。 

（三）顺利完成再融资项目，助力公司发展 

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25,862,068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

币4.64元，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19,999,995.52元，扣除本次发

行承销费用人民币7,350,000.00元（含增值税）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112,649,995.52元。募集配套资金的及时到位，确保了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现金对价及相关税费的支付。 

（四）优化内部管理，推动公司业务整合。 

在加快公司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及时对内部管理制度、内控体系、

经营模式等存在的风险点进行排查，降低2019年并购重组带来的整合风

险。并购南松医药后，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的相关要求，结合南松医药实际情况，完善和优化南松医药相关管

理制度，并向南松医药派驻高级管理人员参与经营管理，让公司以全新

的姿态参与市场竞争。 

（五）狠抓安全、环保工作。 

安全工作方面，公司安全环保部门做好各项安全体系建立的情况落

实工作，加强现场安全管理，及时发现并消除存在的隐患，加强员工安

全、消防知识培训，全面提高员工们的安全意识; 环保方面，公司加大

了废水、废气治理设施投入，加强危险废物管理，在环境管理工作上有

了较大突破。 

三、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随着国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对医疗保健需求的不断提升，我国医

药行业发展迅速，医药行业作为医药中间体生产的下游行业，其需求的

稳定增长也将对医药中间体产品产生明显的引导与拉动作用。 

2020 年公司通过重大资产重组，实现了由传统的化肥产品制造业向

医药中间体研发、生产及销售企业转型。未来公司将在稳主业、拓产品

上下功夫，一方面加大研发投入，适时建立研发中心，提高研发水平，

另一方面积极探索体外培育产业项目及产业并购等多种模式路径，促进

公司在医药中间体的基础上，向下游原料药及制剂方向发展，实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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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多元化，完善产品产业链，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2021 年的主要经营思路： 

1.加大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力度。公司将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引入

更多技术人才等方式，多途径地提升研发技术创新能力，力争在自主研

发新产品上有新的突破。同时，寻求产学研结合的方式，通过与相关高

校、科研机构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利用他们强大的研发能力获取高新技

术，高新产品的运用、生产，拓展公司产品线及产品竞争能力。 

2.加大市场拓展力度，结合各产品市场竞争优势，创新思路，在稳

固现有市场的基础上，加大市场拓展力度，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提高

产品销售额，实现长远可持续发展。 

3.进一步完善内控体系建设，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公司将进一步规

范运作，健全和完善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加强子公司管理，进一步提高

经营管理效率并防范经营风险，为公司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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