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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修订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4 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2020年年度报告》。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落实退市

新规中营业收入扣除相关事项的通知》的有关规定，公司进行了自查，鉴于本报

告年度公司开展的贸易业务客户和供应商单一，并于 2020年 10月后已停止与该

客户和供应商开展业务，对 2021 年度的贸易业务，公司目前也没有与该客户和

供应商继续合作的计划，考虑到该交易业务的特殊性，虽然公司本报告年度开展

贸易业务形成的营业收入和利润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但为了避免影响报表

使用人对公司经营业绩和盈利能力做出正常判断，基于谨慎性原则，对本报告年

度大宗商品贸易业务形成的利润，调整为非经常性损益。 

另外“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之“26、无形

资产”之“（1）无形资产情况”中，第四栏缺少项目内容，补充为“软件”。 

公司对《2020 年年度报告》和《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修订内容如下： 

修订一：第二节 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 

七、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一）主要会计数据 

修订前内容：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2020年 2019年 

本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2018年 

营业收入 728,421,003.06 668,526,793.09 8.96 275,441,56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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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8,421,003.06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074,014.52 6,503,690.97 39.52 54,122,014.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5,416,981.08 6,503,690.97 -16.71 -11,189,654.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8,277,810.66 -37,131,521.78 不适用 -117,671,685.58 

 

2020年末 2019年末 

本期末比上

年同期末增

减（%） 

2018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32,027,506.36 322,953,491.84 2.81 303,144,089.16 

总资产 372,507,869.97 401,149,625.26 -7.14 395,146,148.29 

修订后内容：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2020年 2019年 

本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2018年 

营业收入 728,421,003.06 668,526,793.09 8.96 275,441,56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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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074,014.52 6,503,690.97 39.52 54,122,014.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9,219,646.78 6,503,690.97 -241.76 -11,189,654.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8,277,810.66 -37,131,521.78 不适用 -117,671,685.58 

 

2020年末 2019年末 

本期末比上

年同期末增

减（%） 

2018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32,027,506.36 322,953,491.84 2.81 303,144,089.16 

总资产 372,507,869.97 401,149,625.26 -7.14 395,146,148.29 

 

（二）主要财务指标 

修订前内容： 

主要财务指标 2020年 2019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2018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3 33.33 0.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3 33.33 0.2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3 -33.33 -0.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7 2.12 增加0.65个百分点 19.8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5 2.12 减少0.47个百分点 -4.11 

修订后内容： 

主要财务指标 2020年 2019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2018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3 33.33 0.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3 33.33 0.2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3 -233.33 -0.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7 2.12 增加0.65个百分点 19.8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2 2.12 减少4.94个百分点 -4.11 

 

九、2020 年分季度主要财务数据 

修订前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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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774,060.10 180,706,456.66 184,542,970.21 196,397,516.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51,185.18 1,950,513.42 2,671,834.62 1,800,481.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590,408.08 1,950,513.42 2,676,260.71 -1,800,201.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35,610.32 -13,004,069.97 -10,341,360.42 203,858,851.37 

 

修订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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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774,060.10 180,706,456.66 184,542,970.21 196,397,516.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51,185.18 1,950,513.42 2,671,834.62 1,800,481.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590,408.08 1,950,513.42 2,676,260.71 -16,436,828.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35,610.32 -13,004,069.97 -10,341,360.42 203,858,851.37 

 

十、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不适用 

修订前内容：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2020 年金额 

附注

（如适

用） 

2019 年

金额 
2018 年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52,138.50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

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

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

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0,777.10    78,653.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

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

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

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       



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

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

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

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

回 
4,100,682.43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

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

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04,426.09    -9,787.2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65,422,394.1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172,547.87 

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3,657,033.44    65,311,669.21 

 

修订后内容：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2020 年金额 

附注

（如

适用） 

2019 年

金额 
2018 年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52,138.50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

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

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

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0,777.10    78,653.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

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

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

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

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

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

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

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

回 
4,100,682.43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

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

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04,426.09    -9,787.2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4,636,627.86    65,422,394.1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172,547.87 

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18,293,661.30    65,311,669.21 

 

修订二：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二、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修订前内容： 

在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2,842.10 万元 ,同比增加 5,989.42 万

元，增长 8.9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07.40 万元，同比增加 257.03

万元,增长 39.5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41.70万元，上年同期为 650.37

万元，同比减少 108.67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7,827.78 万元，

上年同期为-3,713.15 万元，同比增加 21,540.93 万元。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

37,250.79 万元，同比减少 2,864.17万元，下降 7.14%；净资产 33,202.75万元，

同比增加 907.40万元，增长 2.81%；负债总额 4,048.04万元，同比减少 3,771.57

万元，下降 48.23%；资产负债率 10.8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权益为 33,202.75

万元，同比增加 907.40 万元，同比增长 2.81%。 



导致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收到兴义市

立根电冶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的清偿款 371.68 万元，转回已计提的应收款项减值

准备 371.68 万元。 

修订后内容： 

在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2,842.10 万元 ,同比增加 5,989.42 万

元，增长 8.9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07.40 万元，同比增加 257.03

万元,增长 39.5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921.96万元，上年同期为 650.37

万元，同比减少 1,572.33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7,827.78 万

元，上年同期为-3,713.15万元，同比增加 21,540.93万元。报告期末公司资产

总额 37,250.79万元，同比减少 2,864.17万元，下降 7.14%；净资产 33,202.75

万元，同比增加 907.40 万元，增长 2.81%；负债总额 4,048.04万元，同比减少

3,771.57 万元，下降 48.23%；资产负债率 10.8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权益

为 33,202.75万元，同比增加 907.40万元，同比增长 2.81%。 

导致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收到兴义市

立根电冶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的清偿款 371.68 万元，转回已计提的应收款项减值

准备 371.68 万元。 

修订三：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26、无形资产 

（1）.无形资产情况 

√适用□不适用 

修订前内容：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土地使用权 专利权 非专利技术   合计 

一、账面原值      

    1.期初余额    4,236,713.52 4,236,713.52 

2.本期增加金额      

(1)购置      

(2)内部研发      

(3)企业合并增加      

    3.本期减少金额      

(1)处置      



   4.期末余额    4,236,713.52 4,236,713.52 

二、累计摊销      

1.期初余额    4,236,713.52 4,236,713.52 

2.本期增加金额      

（1）计提      

3.本期减少金额      

 (1)处置      

4.期末余额    4,236,713.52 4,236,713.52 

三、减值准备      

1.期初余额      

2.本期增加金额      

（1）计提      

3.本期减少金额      

(1)处置      

4.期末余额      

四、账面价值      

    1.期末账面价值      

    2.期初账面价值      

 

修订后内容：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土地使用权 专利权 非专利技术 软件 合计 

一、账面原值      

    1.期初余额    4,236,713.52 4,236,713.52 

2.本期增加金额      

(1)购置      

(2)内部研发      

(3)企业合并增加      

    3.本期减少金额      

(1)处置      

   4.期末余额    4,236,713.52 4,236,713.52 

二、累计摊销      

1.期初余额    4,236,713.52 4,236,713.52 

2.本期增加金额      

（1）计提      

3.本期减少金额      

 (1)处置      

4.期末余额    4,236,713.52 4,236,713.52 

三、减值准备      



1.期初余额      

2.本期增加金额      

（1）计提      

3.本期减少金额      

(1)处置      

4.期末余额      

四、账面价值      

    1.期末账面价值      

    2.期初账面价值      

 

十八、补充资料 

1、 当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适用□不适用 

修订前内容：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

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0,777.1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

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4,100,682.43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

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

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04,426.0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合计 3,657,033.44   

 

修订后内容：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0,777.1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

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

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

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

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

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

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

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

回 
4,100,682.43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

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

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04,426.0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4,636,627.86 

 为公司本年度大宗商品贸易业

务形成的利润，该利润虽然与公司

正常经营业务相关，但由于公司本

年度开展的贸易业务客户和供应

商单一，并于 2020 年 10 月后已

停止与该客户和供应商开展业务，

对 2021 年度的贸易业务，公司目

前也没有与该客户和供应商继续

合作的计划，考虑到该交易业务的

特殊性,为避免影响报表使用人对

公司经营业绩和盈利能力做出正

常判断，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经

自查将其调整为非经常性损益。 

   

   

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合计 18,293,661.30   

 

2、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适用□不适用 

修订前内容：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2.77 0.04 0.0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

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65 0.02 0.02 

 

修订后内容：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2.77 0.04 0.0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

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2.82 -0.04 -0.04 

 

除上述更正外，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其他内容不变。本次更正后的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修订版）》、《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修订版）》详见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

《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营业收入扣除情况及扣除后的营业收入金额的说

明专项核查报告》、《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年度报告财务信息修订

事项专项说明的鉴证报告》于同日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