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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46                            证券简称：北化股份                        公告编号：2018-077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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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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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黄万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卫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蒋时孝声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

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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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林狮 董事 出差 吴树宏 

郭宝华 独立董事 出差 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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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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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化股份 股票代码 00224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卫平 陈艳艳 

办公地址 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高坝 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高坝 

电话 0830-2796927 0830-2796924 

电子信箱 cngchwp@126.com cyyjsxcyy@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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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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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004,277,791.72 621,823,088.74 876,947,680.64 14.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1,020,493.75 25,689,050.67 51,359,776.00 18.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1,390,277.34 22,404,693.75 22,404,693.75 129.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527,165.17 92,310,515.14 70,197,075.15 -127.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0 0.06 0.090 22.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0 0.06 0.090 22.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7% 2.07% 2.76% -0.0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3,525,627,277.72 3,480,886,253.95 3,480,886,253.95 1.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15,269,375.16 2,251,178,261.24 2,251,178,261.24 2.8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5,65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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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山西新华防护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8.06% 99,138,233 99,138,233   

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28% 72,895,300    

中国北方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24% 50,751,216    

泸州北方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8.59% 47,145,332    

西安北方惠安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8.49% 46,633,882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60% 36,210,025 36,210,02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95% 5,214,200    

樊春华 境内自然人 0.40% 2,216,569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28% 1,563,555    

孙涛 境内自然人 0.28% 1,540,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新华防护、泸州北方、西安惠安系北化集团全资子

公司，中兵投资、北化集团系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上述 5 名股东同受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控制；其余

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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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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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8年上半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国经济延续稳中向好发展态势，经济结构调整优化，

质量效益有新提升，改革开放新亮点，新经济新业态涌现，高质量发展实现良好开端。展望未来，全球经

济仍将持续复苏，受货币政策的分化、贸易保护主义、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影响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存在不

确定性，将对我国经济增长带来挑战；但受益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产业转型升级效果持续显现，我国经

济仍将保持较快增长。 

目前，在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下，公司仍面临安全、环保的严峻形势、受下游行业市场逐步转移

影响，市场竞争加剧，公司董事会借力资本市场，积极推动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深入推进科技创新、结

构调整、精益管理，坚持降本降耗、提质增效，上半年公司经济运行质量平稳，无重大安全、环保、质量

事故，无失密泄密事件，无媒体披露不良事件，信息披露质量逐年提升，履行社会责任状况良好。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04,277,791.72元，同比增长14.5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020,493.75元，同比增加18.81%；实现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19,527,165.17元，同比减少127.82%；基

本每股收益0.11元，每股同比增加0.0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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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业务板块运行情况 

硝化棉板块：硝化棉市场需求量急剧下降，公司坚定不移地推进差异化营销策略，市场经营基本稳定。

上半年硝化棉系列产品销量虽同比下降但降幅低于市场需求萎缩幅度。公司继续巩固了与全球化学品巨头

的战略合作关系，市场占有率和行业地位得到持续稳固。 

防护器材、活性炭及深加工、环保器材板块：活性炭及防护器材业务积极应对人防滤器市场竞争，调

整营销策略，销售同比增长91%，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经营目标。新华化工多措并举全力开拓

空气净化产品市场，实现收入同比增长15% 。 

特种工业泵板块：特种工业泵市场整体下滑，但矿山冶金疏浚、外贸、维护市场等三个新兴市场订单

同比增幅较大，泵产品外贸市场处于起步阶段，泵业公司通过采取差异化、灵活的市场策略，订单较去年

同期明显增长，市场转型效果显现。其中：矿山冶金、疏浚等新市场订单增幅178.25%；外贸市场订单增

幅37.40%；维护市场订单增幅19%。 

（2）2018年上半年公司完成的重点工作 

一是顺利完成重大资产重组，积极谋划产业布局。 

2018年1月15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

36,210,025 股股份的股权登记手续。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股票上市已经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批

准，该新增股份36,210,025股已于2018年2月1日上市。截止目前，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已实施完成。重组完

成后，公司探索北化股份产业（硝化棉产业+特种工业泵产业+活性炭及防护器材产业）未来发展定位。编

制完成了“十三五”规划中期评估和调整报告、重点民品三年滚动计划（2018-2020），专题研讨活性炭

产业发展规划，积极谋划北化股份未来产业布局。 

二是经营管理水平有所提升。 

硝化棉板块：硝化棉板块密切关注原材料行情，把握节奏、控制质量、精准采购；实施生产组织集中

开停，硝化棉生产系统降本增效。防护器材、活性炭及深加工、环保器材板块：新华化工改进工艺技术，

降低材料、能源消耗，人防催化剂生产成本吨制造成本降低14%以上。特种工业泵板块：泵业公司提升现

场和技术管理水平，产品按期交付率、项目完成率明显提升。  

三是结构调整扎实推进。 

硝化棉板块：有序推进西安基地废酸处理升级技术改造项目，已签署棉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抓紧建

设年产3万吨棉液生产线；泸庆公司有序推进“双降”工作；全面分析废水处理运行成本，有效降低废水

处理运行费用。防护器材、活性炭及深加工、环保器材板块：新华化工实施职能机构改革，通过优化合并

整合突出主导业务，有效提升信息传递的及时性。特种工业泵板块：泵业公司确定了市场转型和产品升级

路径，积极布局产品市场。  

四是科技创新取得阶段性成果。 

硝化棉板块：完成低粘度硝化棉驱水包装技术升级改造项目可研报告；烟花棉实验室项目，已签署技

术开发合作协议。防护器材、活性炭及深加工、环保器材板块：新华化工制定《深化科技创新体系改革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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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方案及细则》，创新体系不断完善；新华化工技术中心被认定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创新平台建设稳

步推进。特种工业泵板块：大功率高耐蚀高可靠智能浆液泵顺利通过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成果鉴定，泵效

率和使用寿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远程在线监测与诊断为行业首创。 

五是精益管理深入推进。 

公司积极开展对标管理，建立持续改善专项课题，持续推进精益管理工作；建立健全精益管理制度，

新订管理办法和考核评价细则；开展合理化建议工作，上半年合理化建议采纳率86.29%，实施率84.91%。

硝化棉板块：公司加强采购精益管理，改善集中采购率、上网采购率、公开采购率，持续推进精益财务工

作，分公司费用报销及资金预算系统顺利通过验收。防护器材、活性炭及深加工、环保器材板块：新华化

工深入开展重点产品对标管理；有序推进精益研发，启动新型滤毒罐研制、化学防护服研制两个项目试点。

特种工业泵板块：泵业公司提升现场管理，建立领导联系班组机制，精益班组改善工作见实效。在研发设

计、采购、制造等各环节推进精益管理理念，实施内部挖潜增效。 

六是安全环保、质量工作持续提升。 

公司安全环保本质状况持续改善，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行，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新版质量管理体系

运行有效。一是安全环保，硝化棉板块：全面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班组创建。防护器材、活性炭及深加工、

环保器材板块：新华化工顺利通过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特种工业泵板块：泵业公司重点加大粉尘、烟气治

理，改善作业环境。二是质量方面，硝化棉板块：顺利通过民品质量管理体系外部审核。防护器材、活性

炭及深加工、环保器材板块：新华化工顺利通过装备承制单位资格年度监督现场审查。特种工业泵板块：

泵业公司再次荣获“湖北名牌”荣誉称号，连续三届蝉联。 

七是人员总量得到有效控制 

硝化棉板块：严控人员总量，把好进口关、压缩编制定员。防护器材、活性炭及深加工、环保器材板

块：新华化工通过招聘大学生、市场化引智等措施，严控人员进口，优化人员结构，提升员工整体素质。

特种工业泵板块：泵业公司调整招聘政策，引进大学生与关键岗位人员，及时梳理、精简、复合辅助技能

人员，优化人才队伍。上半年三个业务板块共减员200余人。 

（3）行业政策影响及海外业务开展情况 

一是海外业务开展情况：报告期内，硝化棉板块：硝化棉系列产品全球行业继续缩量调整，公司立足

结构调整布局，加大市场开拓，重点走访亚太、越南、中东市场，实施积极主动的竞争策略，东南亚市场

略有增长。防护器材、活性炭及深加工、环保器材板块：新华化工生产的“新华牌”活性炭占据中国活性炭

出口市场很大市场份额，主要覆盖亚太、欧洲等市场，新华化工参加各类行业展会、创新营销模式，积极

推介“新华牌”活性炭产品及防毒面具产品。特种工业泵板块：泵业公司海外市场、国内新市场订单同比明

显增长，市场转型效果显现。其中海外市场订单同比增长37.40%。 

二是行业政策影响：报告期内，硝化棉板块：一是安全监管方面，国家监管部门加大对危化品产、运、

储、销等环节的执法力度，逐渐将“仓储备案制度”转为“经营许可证制度”，不断提高安全生产管理要求，

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工作面临更大挑战。二是环保监控方面，国家监管部门加大环保治理，环保排放标准不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 6 -  

 

断提高，公司将面临安全、环保投入加大、产品成本增加的风险。三是中美贸易争端影响还将持续。2018

年上半年，硝化棉产品外贸出口收入1.26亿元，占营业收入的12.55%，外贸业务主要集中在“一路一带”

沿途的国家，如巴基斯坦、印度、阿联酋等国家，与美国直接贸易较少。此次中美贸易争端第一批次加征

关税名单，公司未受到直接冲击。6月下旬，美国贸易代表属公布第二批涉及160亿美元拟加征关税的中国

商品名单，其中初级形态硝化棉（包括火胶棉）海关税则号3912000被列入其中。如第二批名单被加征相

应关税，将直接影响硝化棉系列产品在美国的销售，美国地区销量预计占总外贸量的10-15%。防护器材、

活性炭及深加工、环保器材板块：环保监控方面，新华化工活性炭生产通过除尘设施改造，尾气排放口改

造，新建脱硫脱硝装置等工艺技术、环保改造的有力措施实现污染物达标排放。特种工业泵板块：受泵行

业相关的《装备制造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实施细则》政策影响，行业逐步向“专、精、特”方向发展，加之国

内鼓励国产化新品的政策利好，预计国内研制急需高端泵市场需求大，如节能环保泵等。公司泵产品属于

环保特种工业泵符合国家环保政策导向，未来发展空间较大。 

（4）2018年下半年重点工作 

公司董事会围绕“科技创新、结构调整、精益管理”三条主线，坚持稳定市场份额，加强内部降本降

耗，有效控制经营风险，努力完成全年经营目标。一是持续强化规范运作管理，推进业务融合。二是强化

市场经营工作，提升市场运作实力。三是推进精益管理水平，实现节本降耗。四是继续推进结构调整，促

进转型升级。五是加快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六是强本固基，持续夯实基础管理工作。七是加强人才队伍

建设。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为优化资产结构，调整对外技术合作方式，公司将以不低于经主管国资部门备案资产评估价值的价

格正式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北京北方世纪纤维素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简称“世纪纤维素公司”）80%股权。经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根据国有产权转让相关规定，2017年12月4日，公司以世纪纤维素

公司80%股权评估值94.288万元为基价，在重庆联合交易所公开挂牌交易转让所持世纪纤维素公司80%股权。具体信息参见

2017年10月25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的《关于拟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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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1月28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的《关于正式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上述股权转让工作已完成，北京北方世纪纤维素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相

关公告参见2018年1月30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的《关于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交易结果

的公告》。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万福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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