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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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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se.com.cn 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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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准确性、

完整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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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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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报告期内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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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南化 600301 ST南化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蔡桂生 唐桂兴 

办公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金浦

路33号北部湾国际港务大厦29层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金浦

路33号北部湾国际港务大厦29层 

电话 0771-4835135 0771-4821093 

电子信箱  nhzq@nh.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021年受新冠疫情持续影响，国内外经济面临严峻挑战,公司所处的贸易和监理两个行业均受

到不同程度影响。 

贸易行业随着全球贸易合作不断深化及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市场信息及资源渠道愈发透明，

盈利空间逐步收缩，同时配套金融工具日益丰富，贸易行业已逐步从物资流通向融资贸易、供应

链整合等衍生方向发展，盈利模式也从单纯的购销差价向资源整合、信息服务、资金融通等多种



增值服务方式转变，风险表现形式日趋复杂。公司将积极应对行业发展中可能遇到的各类风险。

通过向专业化、精深化发展来进一步面对目前消费升级及客户个性化需求发展趋势的需要。 

监理业务属于工程技术服务，它与国家交通基础设施等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变动息息相关，行

业的周期性基本与固定资产投资变动相吻合。近年来，我国GDP增速有所下降，国内经济发展逐

渐进入“新常态”，对公司进一步拓展业务市场和提升经营业绩有一定影响。同时，监理企业信用

评价形势越来越严峻，市场竞争激烈，项目业主越来越多元化，监理管控风险增大，也对监理业

务行业的质量和安全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贸易业务和监理业务两个行业。 

（一）贸易业务主要以大宗商品贸易为主，主要产品包括煤炭、钢材等。根据供应商或客户

需求进行资源匹配及方案规划，为客户提供煤炭、钢材等产品的购销服务，并通过集中采购、订

单管理、存货管理、先款后货等方式，为上下游企业实现快速资源匹配，降低客户的运营风险和

业务成本，提升客户的运营效率，为客户创造供应链增值，来实现收益。 

公司从事的供应链贸易业务，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以提高质量和效率为目标，以整合资源为

手段，实现产品采购、生产、销售、服务等全过程高效协同的组织形态。供应链服务作为一个新

的业态，已经成为新时期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国家关于积极推进商贸物流

以及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政策陆续出台，为行业的转型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和环境支持，以供

应链与互联网、物联网深度融合为路径，提升产业集成和协同水平，打造大数据支撑的智慧供应

链体系将成为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二）监理业务主要从事公路、水运工程监理服务，具体涉及工程监理、招标代理、试验检

测、设计咨询等业务。业务模式：主要通过参加招投标（包括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及与客户直

接商务谈判两种方式开展相关业务（其中主要业务是通过参与招投标方式获取）。公司获取相关业

务后根据具体的工程建设项目，业务种类以及客户的需求等因素组建项目部或项目组对客户进行

服务；通过提供工程项目相关技术服务获取相关业务收入。在稳定区内市场基础上，通过持续延

伸产业链在区外的整体布局，以监理业务为基础，拓展设计咨询、招标代理、试验检测等业务，

推进板块业务经营协同，进一步提升公司发展质量、效益和规模，整体财务状况安全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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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448,958,657.69 522,899,812.38 372,507,869.97 -14.14 557,453,023.80 401,149,625.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20,338,500.65 426,070,947.41 332,027,506.36 -24.82 427,007,993.46 322,953,491.84 

营业收入 386,905,230.04 902,946,639.18 728,421,003.06 -57.15 808,319,095.63 668,526,79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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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662,953.84 0.00 0.00 100.00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4,253,970.15 32,463,052.07 9,074,014.52 67.13 26,471,025.43 6,503,69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1,343,940.92 -9,219,646.78 -9,219,646.78 不适用 6,503,690.97 6,503,690.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3,919,572.36 193,238,955.36 178,277,810.66 -153.78 -45,744,130.62 -37,131,521.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1.97 7.61 2.77 

增加4.36个百

分点 
6.48 2.12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3 0.14 0.04 64.29 0.11 0.0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3 0.14 0.04 64.29 0.11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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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4,572.99 4,822,717.89 185,481,585.90 194,126,353.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1,544.54 684,228.98 10,339,921.60 42,658,275.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86,153.30 683,948.98 5,762,464.82 4,511,373.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7,951,702.23 127,209,557.15 54,203,380.67 -17,380,807.9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营业收入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原因：报告期公司对在交易过程中不承担一般存货

风险的贸易业务，采用净额法列报。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92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942 

截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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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

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南宁化工集团有限公

司 
0 75,248,058 32.00 0 无 

  
国有法人 

孙伟 489,899 5,500,000 2.34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魏巍 4,673,600 4,673,600 1.99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南宁产业投资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0 4,462,509 1.90 0 无 

  
国有法人 

柴徐华 80,000 3,158,801 1.34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陆明富 2,850,318 2,850,318 1.21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魏娟意 2,743,200 2,743,200 1.17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许静波 268,300 2,653,800 1.13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陈林妹 0 2,133,500 0.91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毛幼聪 2,129,601 2,129,601 0.91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股东中，第一大股东南宁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是一

致行动人均未知。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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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在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8,690.52 万元 ,同比下降 51,604.14万元，下降 57.15%；

营业收入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后的金额为 7,966.29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425.40万元，同比增加 2,179.09万元,增长 67.13%；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34.39

万元，上年同期为-921.96 万元，同比增加 2,056.35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0,391.96万元，上年同期为 19,323.90万元，同比下降 29,715.86万元。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



额 44,895.87 万元，同比减少 7,394.12 万元，下降 14.14%；净资产 32,033.85 万元，同比下降

10,573.24万元，下降 24.82%；负债总额 12,862.02万元，同比增加 3,179.13万元，增长 32.83%；

资产负债率 28.6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权益为 32,033.85万元，同比下降 10,573.24万元，

同比下降 2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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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本期收到贵州省安龙华虹

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清偿债权款 1,489.52万元，转回已计提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 1,489.52

万元；二是本期新收购的八桂监理公司加大业务拓展，加强收尾项目的结算，加强全面预算管理，

加强成本控制，使利润总额和归母净利润增幅高于收入增长幅度。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