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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半年度报告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11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

半年报问询函》（公司部半年报问询函〔2018〕第 16 号）。现将有关

问题回复情况公告如下： 

1. 半年报显示，你公司受生产系统装置前期停车时间较长、恢

复生产缓慢等因素制约，尿素生产产量低、生产消耗增加；同时原材

料价格上涨导致生产成本上升，故报告期内虽然尿素价格虽略有上涨

但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公司生产经营性亏损仍然存在；公司报告期实

现营业收入 15,831.56 万元，发生营业成本 19,275.77 万元；其中

液氨产品取得营业收入 1,600.97 万元，营业成本 3,218.00 万元，

毛利率为-101.00%，去年同期你公司未销售液氨产品。请你公司： 

（1）按月列示报告期尿素、液氨生产数量、销售数量和销售均

价，以及成本构成、原材料价格等信息，结合同行业上市公司情况，

说明报告期你公司尿素、液氨产品销售收入与成本倒挂的原因及其合

理性。 

回复： 

1、报告期公司产品产销量情况 
产品 项目 单位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合计 

自产

尿素 

生产量 吨 - 6,109.85 10,689.40 9,908.70 1,604.05 - 28,312.00 

销售量 吨 - - 7,848.35 16,443.10 3,680.85 - 27,972.30 

销售均价 元/吨 - - 1,987.83 1,981.98 2,045.45 - 1,991.98 

液氨 生产量 吨 2,640.60 1,059.92 258.90 170.36 1,603.70 - 5,733.48 



证券代码：000953         证券简称： ST 河化      公告编号：2018-046 

销售量 吨 1,957.96 1,693.24 283.92 194.66 1,603.70 - 5,733.48 

销售均价 元/吨 2,897.44 2,897.44 2,720.63 2,609.40 2,551.72 - 2,782.20 

 

2、报告期公司产品成本构成及原材料价格情况 
产品 项目 单位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合计 

自产

尿素 

直接材料 万元 - 1,359.71 2,181.24 2,141.38 433.55 - 6,115.88 

直接人工 万元 - 39.00 45.50 33.32 25.62 - 143.45 

制造费用 万元 - 483.80 575.86 604.23 255.63 - 1,919.52 

生产成本合计 万元 - 1,882.51 2,802.60 2,778.93 714.81 - 8,178.85 

单位生产成本 元/吨 - 3,081.11 2,621.85 2,804.54 4,456.28 - 2,888.83 

液氨 

直接材料 万元 1,089.50 336.51 80.38 56.48 618.69 - 2,181.56 

直接人工 万元 36.43 8.76 1.41 0.77 24.14 - 71.52 

制造费用 万元 487.58 114.94 19.23 14.61 304.84 - 941.20 

生产成本合计 万元 1,613.52 460.22 101.01 71.87 947.67 - 3,194.28 

单位生产成本 元/吨 6,110.43 4,341.99 3,901.68 4,213.43 5,909.25 - 5,571.28 

原材料（煤）均价 元/吨 1,132.90 1,208.13 1,130.49 1,032.46 979.06 0 1,099.57 

 

3、同行业上市公司化肥毛利情况 
公司名称 营业收入（元） 营业成本（元） 毛利率 

四川美丰（000731） 289,657,734.26 247,852,054.44 14.43% 

湖北宜化（000422） 2,064,058,708.20 1,679,102,921.65 18.65% 

云天化（600096） 1,714,596,161.88 1,426,100,761.93 16.83% 

柳化股份（600423） 292,239,608.41 317,406,924.89 -8.61% 

华锦股份（000059） 617,265,060.80 421,177,046.19 31.77% 

河池化工（000953） 155,249,900.73 188,846,816.12 -21.64% 

目前尿素生产原料主要分为天然气和煤炭，上述化肥生产企业中，

除我公司和柳化股份外，其他企业都是以天然气为主要原料的化肥生

产企业，而以天然气为原料的生产企业其原料价格以及产品产出率都

优于以煤炭为原料的生产企业，同时上述企业的生产工艺及装置优于

本公司，可以大幅降低生产成本。加上本公司报告期内生产恢复进程

缓慢、生产不稳定，不能满负荷生产的情况下，生产产量低、生产成

本高，因此公司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毛利率存在较大差异。具体

导致产品成本与售价倒挂的主要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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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于生产系统停产时间较长，考虑生产重新启动的安全性，

整个生产系统恢复进程较为缓慢，至 1 月仅产出中间产品液氨，2 月

才产出合格尿素。同时公司生产所用主要原料煤炭来自贵州地区，受

贵州煤炭年初限制出关销售的影响，公司煤炭采购困难、库存不足，

生产系统无法实现满负荷生产，产量减少，生产消耗增加，单位生产

成本上升。另外 5月份设备故障较多，生产未能稳定运行，产量无法

提升。因此 2018 年上半年尿素产量仅为 2.8 万吨，较去年同期下降

了 42.02%，单位生产成本大幅上升，较去年同期上升了 41.93%。而

尿素销售均价较去年同期上涨了23.56%，低于生产成本的上涨幅度。 

2、我公司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煤炭，煤炭价格从 2016年下半年

开始一直上涨。上年同期公司尚有 2016 年采购的低价存煤，本期煤

炭都是价格上涨后采购，2018 年上半年公司煤炭平均价格较上年同

期上涨 62.94%，因此同期原材料价格上涨对产品成本上升产生一定

影响。 

综上因素影响，由于尿素产量低，消耗增加，生产成本上升，导

致公司尿素产品出现成本销售价倒挂现象。液氨作为整个生产线的中

间产品，同样受上述因素的影响，导致单位生产成本较高，也出现成

本销售价倒挂现象。 

（2）说明公司本期新增销售液氨产品的原因。 

回复： 

公司生产线为化工联动生产，液氨作为尿素生产的中间产品，公

司对其储存能力有限制，当联动生产不顺利，或尿素系统生产负荷低

时，液氨不能全部转化为尿素产品，液氨储备会出现胀库现象，如不

及时处置，生产线将被迫停产，因此在液氨过剩时，公司将部分液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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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出售，以减少生产损失。 

2.根据你公司 2018-033 号公告，你公司委托加工业务需留存大

量资金，而半年报显示截至报告期末你公司账面货币资金仅为

512.98 万元。 

请说明你公司报告期委托加工业务的开展情况，以及期末货币资

金较少是否对后续委托加工业务开展造成影响，如是，说明公司的应

对措施。 

回复： 

根据公司 2018-033号公告，2017年末公司留存了大量资金，主

要原因是考虑公司恢复生产及开展委托加工业务的资金需求。由于

2017 年公司停产时间较长，库存原材料不多，恢复生产需要重新采

购原材料，加上春节前后煤炭生产企业停工等因素，公司按照三个月

的储备煤量来计划原材料采购资金，约需资金 1.3 亿元，再加上恢复

生产后月电费约 1700万元，以及委托加工业务周转金约 2000万元（视

市场行情及收益情况进行调节），总计约需资金约 1.67亿元，故 2017

年的资金留存计划是合理的。2018 年 6 月公司开始停产，生产占用

的资金大幅减少。 

2018年上半年完成委托加工尿素销售 4.02万吨，实现营业收入

7884.76 万元，实现毛利 254.05万元，期末尚有委托加工预付款 1100

余万元，库存委托加工尿素 131 万元。委托加工业务资金需求量根据

公司订单量、尿素市场价格而定。下半年尿素行业将进入淡季，公司

预计现有资金基本能保证委托加工业务的资金周转，公司根据尿素委

托加工利润情况，尽量保持资金利用率最大化。 

3. 截至 2017 年底，你公司复合肥工程项目已建设完成，根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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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8-033 号公告，预计 2018 年 4 月初复合肥生产线可以取得环

评批复并申请投入生产。而半年报显示截至报告期末，你公司复合肥

生产线尚处于调试状态。 

请说明你公司复合肥业务的开展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环评批复情

况、试生产状况、订单情况等，说明复合肥生产线建设完成后长期不

投入生产的原因，你公司的应对措施。 

回复： 

公司于 2017 年 3 月开始对公司原复合肥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

建设前公司认为该项目属于技术改造项目，不需要提交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2017 年末该项目完成了建设工作，公司按程序报河

池市环保局进行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公司当时预估验收工作可在

2018 年 4 月初完成。河池市环保局对公司复合肥技改项目进行现场

检查后，认定该项目属于新建项目，应依法提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并获得批准后才可以进行建设，认定公司该项目建设属于“未

批先建”行为，要求公司进行整改。公司即按要求组织专家开展相关

环境评价工作并提交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至 2018 年 6 月

公司获得了河池市环保局的批复意见《关于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 15 万吨/年复合肥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河环审【2018】

8 号）。在获得批复文件后，公司组织进行调试生产，并向河池市环

保局申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目前调试生产及竣工验收工作仍在

推进中，公司将在生产线调试运营结束并经有关部门完成竣工环境验

收后，根据市场情况，适时组织复合肥生产线生产，实现订单供应。

由于目前设备还处于调试生产阶段，尚未签订相关订单。 

4. 你公司在 2017 年 6 月 6 日至 30 日期间停产，在 2018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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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5 日至 6 月 30 日停产。与去年同期相比，报告期停产时长接近，

但停产损失为813.63万元，较去年同期停产损失增加了686.27万元。 

请说明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及其合理性。 

回复： 

停工损失是指生产车间或车间内某个班组在停工期间发生的各

项费用，包括停工期间发生的原材料费用、人工费用和制造费用等，

应由过失单位或保险公司负担的赔款，应从停工损失中扣除。公司在

进行停工损失核算时，在停工当月，仍有相应的产品产出的，则停工

损失计入相应产品成本，如停工期内没有相应的产品来承担该费用，

则于月末结转入管理费用。 

2018 年 6 月初，受设备运行不稳定影响，全月无产品产出，按

照公司停工损失的核算要求，当月生产车间的折旧及人工等费用 652

万元全部计入了停工损失。而 2017 年上半年公司主要产品尿素正常

生产，且 6 月初尚有少量尿素产品产出，因此当月相应生产车间的折

旧及人工等费用均计入相应产品成本中，不计入停工损失，2017 年

上半年发生的停工损失主要反映的是副产品甲烷和二氧化碳停工损

失。 

由于停工期内如无相应产品产出，而将停工的损失在以后生产期

内分摊，就不能真实反映生产当期产品成本情况，故公司将该部分停

工损失结转入当期管理费用—停工损失中是合理的。 

5. 半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末存货账面余额为 3,263.36 万元，

其中原材料 2,560.11 万元，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请结合报告期原材料价格及变动趋势，说明未对原材料计提存货

跌价准备的原因及其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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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1 号—存货》第 15 条规定资产负债表日，

存货应当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

值的，应当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第 16 条规定企业确

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应当以取得的确凿证据为基础，并且考虑持有

存货的目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等因素。为生产而持有的材

料等，用其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高于成本的，该材料仍然应当

按照成本计量；材料价格的下降表明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的，

该材料应当按照可变现净值计量。 

公司期末账面原材料账面价值 25,601,121.38 元，其中煤炭

7,533,892.86元、辅助材料 1,151,119.3元，备品备件 16,916,109.22

元。 

报告期末，原材料主要为煤炭及备品备件。考虑到停产维修因素，

库存煤炭公司考虑在后期出售，该批煤炭为 5月底 6月初采购，截止

报告期末，煤炭市场价格变化不大且煤炭不存在超过保质期的情况，

可变现净值高于成本，因此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辅材的平均保质期

在 1-2年之间，经过核查，辅材的库龄在 1年以内，不存在超出保质

期的情况，辅材主要是由聚乙烯、聚丙烯、拉丝构成，辅材的市场销

售价格已经高于账面单价，因此，不存在减值迹象。备品备件主要是

由机械备件、阀门、钢材等构成，保质期一般为 3-5 年，主要是为

了日常及突发的设备保养、维修使用。由于公司生产设备购入时间较

早，所以库存的机械类备件、阀门等不具有普遍替代性，具有很强的

专用性，大部分库龄在 2年以内，不存在超出保质期或者损毁的情况，

可以正常使用。另外，由于国内钢材价格暴涨，库存钢材成本低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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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售价。备品备件不存在超过质保期或者损毁的情况，不存在减值迹

象。 

特此公告。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9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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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由于生产系统停产时间较长，考虑生产重新启动的安全性，整个生产系统恢复进程较为缓慢，至1月仅产出中间产品液氨，2月才产出合格尿素。同时公司生产所用主要原料煤炭来自贵州地区，受贵州煤炭年初限制出关销售的影响，公司煤炭采购困难、库存不足，生产系统无法实现满负荷生产，产量减少，生产消耗增加，单位生产成本上升。另外5月份设备故障较多，生产未能稳定运行，产量无法提升。因此2018年上半年尿素产量仅为2.8万吨，较去年同期下降了42.02%，单位生产成本大幅上升，较去年同期上升了41.93%。而尿素销售均价...
	2、我公司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煤炭，煤炭价格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一直上涨。上年同期公司尚有2016年采购的低价存煤，本期煤炭都是价格上涨后采购，2018年上半年公司煤炭平均价格较上年同期上涨62.94%，因此同期原材料价格上涨对产品成本上升产生一定影响。
	综上因素影响，由于尿素产量低，消耗增加，生产成本上升，导致公司尿素产品出现成本销售价倒挂现象。液氨作为整个生产线的中间产品，同样受上述因素的影响，导致单位生产成本较高，也出现成本销售价倒挂现象。
	（2）说明公司本期新增销售液氨产品的原因。
	回复：
	公司生产线为化工联动生产，液氨作为尿素生产的中间产品，公司对其储存能力有限制，当联动生产不顺利，或尿素系统生产负荷低时，液氨不能全部转化为尿素产品，液氨储备会出现胀库现象，如不及时处置，生产线将被迫停产，因此在液氨过剩时，公司将部分液氨对外出售，以减少生产损失。
	2.根据你公司2018-033号公告，你公司委托加工业务需留存大量资金，而半年报显示截至报告期末你公司账面货币资金仅为512.98万元。
	请说明你公司报告期委托加工业务的开展情况，以及期末货币资金较少是否对后续委托加工业务开展造成影响，如是，说明公司的应对措施。
	回复：
	根据公司2018-033号公告，2017年末公司留存了大量资金，主要原因是考虑公司恢复生产及开展委托加工业务的资金需求。由于2017年公司停产时间较长，库存原材料不多，恢复生产需要重新采购原材料，加上春节前后煤炭生产企业停工等因素，公司按照三个月的储备煤量来计划原材料采购资金，约需资金1.3亿元，再加上恢复生产后月电费约1700万元，以及委托加工业务周转金约2000万元（视市场行情及收益情况进行调节），总计约需资金约1.67亿元，故2017年的资金留存计划是合理的。2018年6月公司开始停产，生产...
	2018年上半年完成委托加工尿素销售4.02万吨，实现营业收入7884.76万元，实现毛利254.05万元，期末尚有委托加工预付款1100余万元，库存委托加工尿素131万元。委托加工业务资金需求量根据公司订单量、尿素市场价格而定。下半年尿素行业将进入淡季，公司预计现有资金基本能保证委托加工业务的资金周转，公司根据尿素委托加工利润情况，尽量保持资金利用率最大化。
	3. 截至2017年底，你公司复合肥工程项目已建设完成，根据你公司2018-033号公告，预计2018年4月初复合肥生产线可以取得环评批复并申请投入生产。而半年报显示截至报告期末，你公司复合肥生产线尚处于调试状态。
	请说明你公司复合肥业务的开展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环评批复情况、试生产状况、订单情况等，说明复合肥生产线建设完成后长期不投入生产的原因，你公司的应对措施。
	回复：
	公司于2017年3月开始对公司原复合肥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建设前公司认为该项目属于技术改造项目，不需要提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2017年末该项目完成了建设工作，公司按程序报河池市环保局进行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公司当时预估验收工作可在2018年4月初完成。河池市环保局对公司复合肥技改项目进行现场检查后，认定该项目属于新建项目，应依法提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并获得批准后才可以进行建设，认定公司该项目建设属于“未批先建”行为，要求公司进行整改。公司即按要求组织专家开展相关环境评价工作并提交了...
	4. 你公司在2017年6月6日至30日期间停产，在2018年6月5日至6月30日停产。与去年同期相比，报告期停产时长接近，但停产损失为813.63万元，较去年同期停产损失增加了686.27万元。
	请说明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及其合理性。
	回复：
	停工损失是指生产车间或车间内某个班组在停工期间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停工期间发生的原材料费用、人工费用和制造费用等，应由过失单位或保险公司负担的赔款，应从停工损失中扣除。公司在进行停工损失核算时，在停工当月，仍有相应的产品产出的，则停工损失计入相应产品成本，如停工期内没有相应的产品来承担该费用，则于月末结转入管理费用。
	2018年6月初，受设备运行不稳定影响，全月无产品产出，按照公司停工损失的核算要求，当月生产车间的折旧及人工等费用652万元全部计入了停工损失。而2017年上半年公司主要产品尿素正常生产，且6月初尚有少量尿素产品产出，因此当月相应生产车间的折旧及人工等费用均计入相应产品成本中，不计入停工损失，2017年上半年发生的停工损失主要反映的是副产品甲烷和二氧化碳停工损失。
	由于停工期内如无相应产品产出，而将停工的损失在以后生产期内分摊，就不能真实反映生产当期产品成本情况，故公司将该部分停工损失结转入当期管理费用—停工损失中是合理的。
	5. 半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末存货账面余额为3,263.36万元，其中原材料2,560.11万元，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请结合报告期原材料价格及变动趋势，说明未对原材料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原因及其合理性。
	回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1 号—存货》第15条规定资产负债表日，存货应当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应当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第16条规定企业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应当以取得的确凿证据为基础，并且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等因素。为生产而持有的材料等，用其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高于成本的，该材料仍然应当按照成本计量；材料价格的下降表明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的，该材料应当按照可变现净值计量。
	公司期末账面原材料账面价值25,601,121.38元，其中煤炭7,533,892.86元、辅助材料1,151,119.3元，备品备件16,916,109.22元。
	报告期末，原材料主要为煤炭及备品备件。考虑到停产维修因素，库存煤炭公司考虑在后期出售，该批煤炭为5月底6月初采购，截止报告期末，煤炭市场价格变化不大且煤炭不存在超过保质期的情况，可变现净值高于成本，因此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辅材的平均保质期在1-2年之间，经过核查，辅材的库龄在1年以内，不存在超出保质期的情况，辅材主要是由聚乙烯、聚丙烯、拉丝构成，辅材的市场销售价格已经高于账面单价，因此，不存在减值迹象。备品备件主要是由机械备件、阀门、钢材等构成，保质期一般为 3-5年，主要是为了日常及突发的设备保...
	特此公告。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