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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20616 

投资者

关系活

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活动参

与人员 

投资者网上提问 

时间 2022 年 6 月 16 日 13：00-16：00 

地点 网络远程方式，“全景•路演天下”网站（http://rs.p5w.net） 

公司参

与人员

姓名 

1.董事长：汪万新 

2.董事会秘书：张雷 

交流内

容及具

体问答

记录 

1.请问公司第二季度目前营业状况如何？ 

回复：您好，截至目前公司二季度产销两旺。 

2.双环的伟大抱负是什么？ 

回复：您好！公司近两年主要为聚焦主业，做强联碱主营

业务。 

3.公司二季度纯碱产量有所提升么？ 

回复：您好！二季度整体情况需等二季度结束后，目前公

司生产经营正常。 

4.公司深耕于纯碱行业，请问对于纯碱的上下游，公司有

无规划？ 

回复：您好，您所关心的问题需以公司公告为准，公司致

力于围绕联碱主营业务增强竞争力。 

5.请问贵司合成氨技改项目目前进展如何，能否预期投产

https://rs.p5w.net/question/298809c10b934f65b7a97b70d17719f2.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08aa77d2dc2a48bb8db475d2e8af7049.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7a8f45e0a833476db354b96cc1f42922.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57b99385f30d44e8a44214f827eaca49.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57b99385f30d44e8a44214f827eaca49.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479d5a7ea5154f37b151a49c971dc44b.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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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回复：您好，应城宏宜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正在开展合成氨

升级改造项目，双环科技公司参股应城宏宜化工。该项目目前

进展顺利：（1）项目公司正在进行第二轮增资，增资后项目

公司资本金将增加至约 8.4 亿元，目前增资协议已经签署、大

部分投资人已出资到位。 （2）现场土建施工稳步推进，部分

厂房已经封顶。（3）设备方面，大部分设备已经招标完成并

签订了购买合同。 目前预期合成氨升级改造项目会在 2023 年

二季度建成进入试生产，准确情况到时公司发布进展公告。 

6.请问今年的战略规划是什么？有利于公司收入提高

吗？ 

回复：您好！公司近两年主要为聚焦主业，做强联碱主营

业务为主。 

7.宜化和双环会合并吗？ 

回复：您好！目前公司未获悉此方面的信息。 

8.请问公司目前的负债率是多少？ 

回复：截止 2022 年 3 月 31 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67.92%，

呈下降趋势。 

9.纯碱出口量几个月内是否会增加？ 

回复：您好！2022 年截止目前出口量较去年同期有较大

幅度上涨，目前预计 2022 年全年较 2021 年度将有明显幅度上

涨。但出口量在纯碱总销售量中占比不高。 

10.请问贵司控股股东的重组方案进展如何，何时会进行

股权划转？股权划转后大股东是否变更为长江产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成为省直管企业？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单

纯的财务投资人还是会直接参与企业管理？ 

回复：您好，目前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湖北双

https://rs.p5w.net/question/479d5a7ea5154f37b151a49c971dc44b.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3a73f249d79d4bc2bc51e0e9b2fc8429.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3a73f249d79d4bc2bc51e0e9b2fc8429.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aa8451f1923f4d41892bda129067e89d.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277feae4848d4a478d6af1097e6ee915.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b96f14079db543f88dda3a4458f3ad47.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fd4be8c10ba34557a00ab16a07804e66.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fd4be8c10ba34557a00ab16a07804e66.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fd4be8c10ba34557a00ab16a07804e66.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fd4be8c10ba34557a00ab16a07804e6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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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双环科技的控股股东）34%股

权，其在双环集团提名了 2 名董事，直接参与双环集团的管理。

长江产业集团已经推荐 1 名董事进入上市公司双环科技第十

届董事会，参与上市公司的管理工作，目前该董事的提名已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若宜化集团和长江产业集团顺利实施了

双环集团重组，实施完毕长江产业集团将持有双环集团 70%股

权成为控股股东，双环集团将变更为省属企业，具体情况您可

见公司 5 月 20 日发布的公告。 

11.公司有纯碱扩产计划吗？ 

回复：您好，您所关心的问题要结合国家的产业政策、行

业前景综合研究论证是否可行。 

12.请问公司重组后将由长江产业集团来继续推进，长江

产业集团能给公司带来哪方面的优势？ 

回复：长江产业集团成立于 2022 年 1 月 25 日，由原湖北

省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湖北省高新产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原湖北省长江经济带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原湖北

省兴楚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及湖北宏泰国有资本投

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优势产业板块合并组建而成。长江产业集

团资产总额 2154 亿元。长江产业集团聚焦国家战略和湖北省

现代产业集群建设，履行省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运营主体和

省级产业投资基金投资管理主体功能，重点打造新一代信息技

术、生物医药、新能源、现代化工、生态环保、汽车及零部件

六大产业板块，依托 100 亿元的长江创业投资基金和 400 亿元

的长江产业投资基金，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培育、龙头企业

发展壮大和重大产业项目落地。双环科技公司将积极与间接股

东长江产业集团保持高效沟通，发挥各自的优势，做强做大上

市公司。 

https://rs.p5w.net/question/f949bf2e92ad469ebe5106d68613f408.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4a8dad9711fe41258fc76726a3f2b4bb.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4a8dad9711fe41258fc76726a3f2b4bb.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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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请问贵公司，有直接或者间接参与湖北应城的空气储

能示范电站项目吗？ 

回复：您好，2022年 2月 11日，应城市举行湖北应城 300MW

（兆瓦）级压缩空气储能电站示范项目签约活动。应城市人民

政府与中国能建数科集团、国网湖北电力有限公司三方签约；

中国能建数科集团、国网湖北电力有限公司与湖北双环化工集

团有限公司双方签约；中国能建数科集团、国网湖北电力有限

公司与久大应城公司双方签约。目前双环集团意向参与该项

目，暂与上市公司双环科技无关。 

14.您好，近年来应城的化工企业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

是环境方面越来越差，请问双环科技在环境保护方向做了哪些

措施？ 

回复：您好，公司重视环保治理工作。主要有：持续进行

环保投入，近几年公司在雨污分流、烟气排放等方面进行了较

大投资，取得较好效果。目前公司已投资参与应城宏宜化工的

合成氨升级改造项目建设，建成后吨液氨能耗比原装置下降

28%，年减排二氧化碳 26.9 万吨，企业的现场环境等也将得到

显著改善。做好制度建设和体系建设，层层压实环保责任，环

保管理水平不断提升。持续对员工培训环保规范和知识，提高

环保意识。 

15.双环科技重组方案变更对主营业务有无影响。 

回复：您好！重组方案变更了控股股东双环集团第二次股

权划转时间，细化了合成氨升级改造项目投资等，对双环科技

的主营业务无影响。 

16.二季度比一季度的业绩好吗？ 

回复：您好！具体业绩情况请以公司发布的公告为准。 

17.今年二季度业绩什么时候预告？ 

https://rs.p5w.net/question/1485628481c9467ebd95aecb8449b979.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1485628481c9467ebd95aecb8449b979.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a808a01c690c45a5b17832bbe74ae391.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a808a01c690c45a5b17832bbe74ae391.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a808a01c690c45a5b17832bbe74ae391.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319a693ea0604a049d370478884e8b63.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0acfe553134a4379bbcab9ba1e368fd7.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abd8f31cd626457dbe256310322ddd4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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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您好！《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公

司预计半年度经营业绩将出现“净利润为负值、净利润实现扭

亏为盈、实现盈利且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或者下降 50%

以上”情形之一的，应当在半年度结束之日起十五日内进行预

告。 

18.您好，公司与长投的合作推荐到什么阶段了？ 

回复：您好，宜化集团与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长

投集团）关于双环集团重组的合作，双方已经签订协议，目前

长投集团已经持有湖北双环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双环

科技的控股股东）34%股权，宜化集团持有 66%股权。宜化和

长投双方正在加紧共同建设合成氨升级改造项目，目前该项目

进展顺利，目前预计该项目在 2023 年二季度建成进入试生产。 

后期长投集团有权无偿划转增持双环集团 36%股权，最终长投

持有双环集团 70%股权，但长投集团是否行使无偿划转的权利

以及何时行使权力尚不清楚，双环科技公司将督促长投和宜化

集团及时告知和公告发布关于双环集团重组的重要进展。具体

情况您可见公司 5 月 20 日发布的关于双环集团重组变更的临

时公告。 

19.公司想做大做强再创辉煌，就要转型升级，要是纯碱

价格一路下滑，那么公司想实现这个目标比较困难，后面有进

军新能源的计划吗？ 

回复：您好，公司在 2021 年年报中提到“公司的发展战

略，短期内是继续增强公司在纯碱行业的竞争力，除严格管控

日常生产和采购销售外，重点是与有关方共同抓紧建设应城宏

宜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的合成氨升级改造项目并在该项目建成

后及时注入本公司，提高公司生产成本竞争力，与此同时根据

公司资金实力逐步推进纯碱生产装置的技术改造以提高装置

https://rs.p5w.net/question/75a374c0f5594d9a962dd7a59f8a3736.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36f70ac0862a45e190c8e75eff31698d.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36f70ac0862a45e190c8e75eff31698d.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36f70ac0862a45e190c8e75eff31698d.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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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化先进性。中长期公司将围绕纯碱和氯化铵的下游寻找光

伏玻璃、复合肥等方面的介入机遇，并积极跟踪钠电池等新技

术的发展，但目前中长期战略还没有具体的项目、存在很大不

确定性。” 

20.贵公司与湖北宜化有合作？ 

回复：您好！公司与上市公司湖北宜化有少量的日常关联

交易，主营业务是相互独立的。 

21.请问贵司今年有检修计划吗，持续时间大概是多久？ 

回复：您好，公司的年度计划检修目前暂安排在 8-11 月

之间，具体时间和方案未定。 

22.您好二季度截止目前的纯碱和氯化铵平均销售价格相

比一季度有改善吗？ 

回复：您好！截止目前二季度纯碱、氯化铵销售价格较一

季度上涨。 

23.请问公司二季度的氯化铵销售如何？ 

回复：您好，公司二季度氯化铵销售形势很好，公司氯化

铵库存一直维持在极低水平。 

24.公司有进一步进军新能源和新产业的规划和想法嘛？ 

回复：您好，公司在 2021 年年报中提到“公司的发展战

略，短期内是继续增强公司在纯碱行业的竞争力，除严格管控

日常生产和采购销售外，重点是与有关方共同抓紧建设应城宏

宜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的合成氨升级改造项目并在该项目建成

后及时注入本公司，提高公司生产成本竞争力，与此同时根据

公司资金实力逐步推进纯碱生产装置的技术改造以提高装置

大型化先进性。中长期公司将围绕纯碱和氯化铵的下游寻找光

伏玻璃、复合肥等方面的介入机遇，并积极跟踪钠电池等新技

术的发展，但目前中长期战略还没有具体的项目、存在很大不

https://rs.p5w.net/question/4c43ea25c7004af78e384a63f2500b4b.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daa9f33f5d6c41f78715c5e49a0375b5.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03a35fb5b8f8407ab5ffd0f0c219de88.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03a35fb5b8f8407ab5ffd0f0c219de88.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6b21b3228c5b4c85a83a9eabf057f391.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a19abbfb75fb419c8d9fc02f08f1465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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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性。” 

25.请问公司目前联碱法生产的纯碱，主要是轻质纯碱还

是重质纯碱？公司有没有在轻灰与重灰之间转化的设备？ 

回复：您好，公司生产的绝大部分为轻质纯碱。公司有生

产重质纯碱的设备但生产能力有限。 

26.公司在大宗原料价格控制方面有没有进行套期保值业

务？ 

回复：您好，截至目前公司未开展大宗原料价格的套期保

值业务。 

27.根据公司年报，2021 年度相比 2020 年度，公司的研

发投入有大幅减少 43%的比例，请问具体原因是什么？ 

回复：您好，公司的研发项目根据公司不同阶段的实际需

要开展，会有所变化。 

28.对纯碱下半年价格走势如何判断？ 

回复：您好，目前纯碱销售行情好、国内行业纯碱库存较

低。2022 年光伏玻璃稳步增长对纯碱需求有一定拉动作用，

另外在 2021 年四季度连云港碱业停产后国内减少了 100 多万

吨纯碱产能，因此 2022 年纯碱的国内产量预计低于 2021 年。

至于下半年的行情，主要变量可能是房地产市场的恢复情况对

玻璃的影响，以及考虑工业品价格的整体可能变动，我们目前

判断纯碱销售行情可能延续良好。 

29.公司的原材料是不是可以往钠离子电池方向发展？ 

回复：您好，据了解钠离子电池尚处于研究阶段，可能还

没有定型的器件构造或者工艺路线。部分路线可能涉及到电解

氯化钠溶液。您关心的问题尚需继续跟踪钠离子电池技术的发

展，目前不便回答。 

30.请问贵公司，轻质纯碱，重质纯碱，氯化铵年产量各

https://rs.p5w.net/question/eb02ab4fcd494263bed0ec8cf7422ee6.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eb02ab4fcd494263bed0ec8cf7422ee6.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cf869a9822ff46a084aa7e08011a7060.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cf869a9822ff46a084aa7e08011a7060.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89c96ee576904c58873a39c0b2afab61.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89c96ee576904c58873a39c0b2afab61.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a27e19e8ea1d49bebe47cf72182599d4.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74a0a2a0b7254166bad87fafa188bceb.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22b2be7fe1b24a62a1bf82ccccb7eea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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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多少？ 

回复：您好，公司 2021 年生产纯碱 107 万吨（其中约 85%

为轻质纯碱，其余为重质纯碱），生产氯化铵 109 万吨。 

31.您好，请问公司地下卤水可以提锂吗？ 

回复：您好，公司目前尚不掌握卤水提锂的技术，不具备

该项能力。 

32.有进军光伏玻璃的想法，玻璃的配额不是很难拿嘛？

是不是通过长投的资源可以重组整合，还有就是钠离子这块，

基于湖北宜化集团和宁德时代有很好的合作，并且钠离子需要

很多碳酸钠之类的上游产物，将来会有机会合作吗？ 

回复：您好，公司在联碱生产主装置升级改造同时，有发

展新业务的考虑，但目前还没有具体项目。公司将与间接股东

长江产业集团、湖北宜化集团保持有效沟通，做强做大上市公

司。 

附件 

清单 

无 

日期 2022 年 6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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