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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09                        证券简称：兴化股份                   公告编号：2022-016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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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052,944,789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发现金红利 1.5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兴化股份 股票代码 00210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席永生 贾三宝 

办公地址 陕西省兴平市东城区迎宾大道 陕西省兴平市东城区迎宾大道 

传真 029-38822614 029-38822614 

电话 029-38822614 029-38839938 

电子信箱 xys0716@163.com 407114886@qq.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兴化化工主营业务为化工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主要品种有合成氨、甲醇、DMF、甲胺。同时，兴化化

工围绕主营业务开展中间品或副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主要品种有合成气、液氧等；其他业务主要指转供电

力、其他材料的销售。 

兴化化工主要产品大部分为基础化工产品，其广泛应用于化工、农业、国防、能源、医药等诸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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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产品简介及用途如下： 

产品种类 产品情况简介 

合成氨 

（液氨） 

液氨，又称为无水氨，是一种无色液体，有强烈刺激性气味，具有腐蚀性且容易挥发。

液氨在工业上应用广泛，主要用于生产硝酸、尿素和其他化学肥料，还可用作医药和农药

的原料。在国防工业中，可用于制造火箭、导弹的推进剂。作为有机化工产品的氨化原料，

还可用作冷冻剂。 

甲醇 

甲醇是一种重要的有机化工原料，是生产多种石化产品的重要原料，甲醇的上游主要

有：固体（如煤、焦炭）、液体（如原油、重油、轻油）和气体（如天然气及其他可燃性

气体）；其下游主要有：二甲醚、MTBE、烯烃、甲醛、醋酸、氯甲烷、甲胺和硫酸二甲

酯等产品。甲醇在化工、纺织、医药等领域都有着广泛应用。甲醇作为一种优良燃料，正

日益受到新能源产业的重视。 

甲胺 

甲胺是一种基础有机化工原料。甲胺在农业、化工、医药、能源等诸多领域有着广泛

的应用。甲胺产品分为一甲胺、二甲胺和三甲胺三种同系物。一甲胺主要用于农药、医药、

染料、炸药和燃料、表面活化剂、促进剂等的原料；二甲胺主要用于橡胶硫化促进剂、皮

革去毛剂、纺织工业溶剂、火箭推进剂等的原料，二甲胺最多用于高质量化纤溶剂和聚氨

酯溶剂的生产；三甲胺主要用作消毒剂、天然气的警报剂、分析试剂和有机合成原料。 

二甲基甲酰胺 

（DMF） 

二甲基甲酰胺（DMF）是一种用途极广的化工原料和溶剂，主要应用在聚氨酯（PU

浆料）、医药、染料、电子、食品添加剂等行业。二甲基甲酰胺对多种高聚物如聚乙烯、

聚氯乙烯等均为良好的溶剂，可用于聚丙烯腈纤维等合成纤维的湿纺丝、聚氨酯的合成；

用于塑料制膜；也可作去除油漆的脱漆剂。在有机反应中，二甲基甲酰胺不但广泛用作反

应的溶剂，也是有机合成的重要中间体。农药工业中可用来生产杀虫脒；医药工业中可用

于合成碘胺嘧啶、强力霉素、可的松、维生素B6等。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4,829,564,528.25 4,313,839,072.43 11.96% 4,178,106,552.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464,608,376.63 3,920,578,828.66 13.88% 3,723,798,697.05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2,837,245,532.12 1,939,991,157.02 46.25% 1,974,453,085.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8,634,842.24 213,897,539.94 151.82% 146,148,587.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40,336,485.12 211,351,386.54 155.66% 139,254,374.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9,614,414.88 606,994,082.87 11.96% 329,687,728.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116 0.2031 151.90% 0.13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116 0.2031 151.90% 0.13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85% 5.59% 7.26% 4.00%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58,703,537.24 727,434,628.92 830,277,185.62 620,830,180.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6,631,067.44 174,431,735.94 193,629,449.81 53,942,589.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6,261,433.54 175,048,540.14 193,629,449.81 55,397,061.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8,547,886.21 149,239,071.73 270,395,848.91 71,431,608.03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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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41,288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6,392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8.24% 507,956,355 0   

陕西兴化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21.13% 222,473,689 0   

陕西鼓风机（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0% 7,388,434 0   

#孔国兴 境内自然人 0.23% 2,370,850 0   

林利娥 境内自然人 0.16% 1,700,000 0   

陈武峰 境内自然人 0.16% 1,682,350 0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16% 1,680,000 0   

#简炼炜 境内自然人 0.16% 1,650,000 0   

濮瑞良 境内自然人 0.15% 1,615,951 0   

#黄炳联 境内自然人 0.14% 1,494,4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前 10 名股东中，陕西兴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陕西延长石

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股的全资子公司，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上述其余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

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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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孔国兴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 2,370,850 股，普通账户持 0 股，合计持有 2,370,850 股；

股东简炼炜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 1,650,000 股，普通账户持 0 股，合计持有 1,650,000 股；

股东黄炳联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 766,500 股，普通账户持 727,900 股，合计持有 1,494,400

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公司2020年正式启动了再融资工作，具体为：2020年8月1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21）； 12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2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相关公告。2021年1月21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延长集团的通知，延长集团收到陕西省人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陕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陕国资资本发[2021]4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1月25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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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行A股股票的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的《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03）；3月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非公开发

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7），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3月1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

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9），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4月8日公司披

露了《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6），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12月1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

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0），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樊洺僖 

2022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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