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70

■ 2018年2月10日 星期六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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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公司代码：

600722

公司简称：金牛化工

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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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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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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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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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分配不转增

一 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金牛化工 60072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洪波 赵建斌

办公地址

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金鼎大厦B座6-8

层

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金鼎大厦B座6-8

层

电话 0317-5299303 0317-5299303

电子信箱 jhzqb600722@126.com jhzqb600722@126.com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公司的主要业务：公司的主要业务为甲醇的生产和销售。

2、公司的经营模式：公司的主要业务由持股50%的控股子公司金牛旭阳经营，金牛旭阳拥有的甲醇生产能

力为20万吨/年，生产方式为焦炉气制甲醇。

（1）采购模式

金牛旭阳的采购模式为生产部门根据公司下达的生产计划，编制物资需求计划，并报公司领导批准后形

成采购计划，经仓储部门汇总、整理，由公司采购部实施采购，原料采购实行外部采购为主的模式。 金牛旭阳的

采购部对供应商质量保证能力进行评价；专职人员负责供应商的调查评价。 对供应商提供的原料，仓库管理人

员根据公司物资验收制度核对客户信息，对所有原辅材料、外购件进行验收入库。

（2）生产模式

金牛旭阳生产模式为以销定产。 公司生产部根据业务的运行要求和销售需求编制、调整年度和月度生产

计划，并将计划下达至生产车间，车间负责人落实生产，生产部对生产进度进行监督、考核与核准。

（3）销售模式

金牛旭阳生产的全部产品由销售部统一销售。 销售部拥有具有较长的销售及市场配套服务经验的专职销

售人员，人员稳定，流动性低。 销售人员负责收集、汇总产品订单，采购合同经评审后由生产部按订单编制生产

计划，生产部组织车间进行生产，生产的产品经质量检测合格后交付给客户。

3、（1）行业情况：公司的主要产品甲醇用途广泛，作为重要的基础化工原材料，在化工、医药、轻工、纺织

等行业都有广泛的应用，其衍生物产品发展前景广阔。 近年,我国煤制甲醇发展迅速，然而产能利用率不高、安

全环保等问题存在，整个行业仍然处于调整阶段。 2017年一季度，在高起点背景下，甲醇市场持续维持高位震

荡；4月份起，在下半年产能大幅增加预期背景下，市场成交气氛转淡，甲醇价格进入下行通道；三季度在股市、

黑色及有色金属等产品大涨拉动下，甲醇跟涨，但幅度不及其他产品；四季度由于京津冀环保压力加大，原材

料价格出现较大涨幅，以及供需格局改善、原油坚挺等大宗商品带动下，国内甲醇市场价格出现了较大涨幅。

（2）所处行业地位：公司甲醇产能为20万吨/年，在行业内占比较小，约占全国产能的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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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1,190,453,

653.21

1,261,531,

027.78

-5.63

1,284,988,

972.97

营业收入 779,307,603.01 673,684,116.85 15.68 600,026,066.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435,544.56 25,916,974.48 32.87 244,449,588.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165,187.41 21,256,308.93 56.03 -112,251,181.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16,153,472.46 881,224,219.82 3.96 855,318,619.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56,877.17 -35,188,968.59 不适用 -38,746,526.6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06 0.0381 32.81 0.359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06 0.0381 32.81 0.35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3 2.98 0.85 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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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792,926.09 212,186,971.17 220,375,217.15 122,952,48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019,699.10 8,290,799.36 10,433,588.81 2,691,45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3,010,524.68 8,098,487.07 10,293,822.97 1,762,35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8,564,504.11 -100,702,251.68 -6,062,977.54 6,243,847.94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股本及股东情况

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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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0,74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6,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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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冀中能源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204,000,

000

29.99 0 质押

96,000,

000

国有法人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

177,262,

977

26.05 0 无 0 国有法人

甄文江 5,761,436 0.8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李志华 4,415,000 0.6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北京神州牧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红炎神州牧基金

3,558,684 0.52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张令玲 3,305,800 0.4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张金钢 2,253,700 0.3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张甦荣 1,960,000 0.2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瞿新民 1,745,800 0.2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孙朝辉 1,550,000 0.2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前十名其他无限售股东无关联关系，公司未知

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4.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4.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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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公司实现销售收入77,930.76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443.55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为3,316.52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91,615.35万元。

2�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对本公司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

额)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2017），政府补助的会计处

理方法从总额法改为允许采用净额法，将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相关递

延收益的摊销方式从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改为按照合理、系

统的方法分配，并修改了政府补助的列报项目。 2017年1月1日尚未摊销

完毕的政府补助和2017年取得的政府补助适用修订后的准则。

对新的披露要求不需提供比较信息。

1.�其他收益 1,175,000.00

2.�营业外收入-1,175,000.00

根据 《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 行项目，反映企业出售划分为持

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金融工具、长期股权投资和投资性房地产除外）

或处置组时确认的处置利得或损失， 处置未划分为持有待售的固定资

产、在建工程、生产性生物资产及无形资产而产生的处置利得或损失，以

及债务重组中因处置非流动资产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产生的利得或损失。 相应的删除“营业外收入” 和“营业外支出” 项下

的“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和“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项目，

反映企业发生的营业利润以外的收益， 主要包括债务重组利得或损失、

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公益性捐赠支出、非常损失、盘盈利得

或损失、捐赠利得、流动资产毁损报废损失等。 对比较报表的列报进行了

相应调整。

1.�资产处置损益1,244,612.17

2.�营业外收入-1,244,612.17

5�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股票代码：

600722

股票简称：金牛化工 公告编号：临

2018-005

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8年2月8日在石家庄

正定国际机场河北航空大楼8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已于10日前以专人送达或通讯方式发出。 会议应出席董

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其中董事马明玉先生、独立董事赵丽红女士和佟岩女士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并表

决。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何长海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出席人数、召开程序、

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

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项议案尚需经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关于公司2017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关于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该项议案尚需经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关于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止2017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总额1,190,453,653.21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总额916,153,472.46�元。

2017年度，公司营业收入 779,307,603.01元，营业成本705,211,304.69元，营业利润61,508,820.40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4,435,544.56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33,165,187.41� 元，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956,877.17元，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161,237,922.96�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五、关于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 本公司2017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4,

435,544.56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1,537,004,007.59元，本年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1,502,568,463.03元。

因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负，按照《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拟定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不分配不转增。

独立董事就公司 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该项议案尚需经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

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六、关于公司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关联董事何长海先生、王万强先生、马明玉先生、郑温雅女士回避了表决。

独立董事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项议案尚需经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七、关于子公司2018年度开展甲醇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开展甲醇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八、关于公司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拟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的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相关审计

费用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审计机构的具体工作量进行确定。

独立董事对公司续聘审计机构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项议案尚需经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

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九、关于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规定和要求，公司结合内部控制制度和评价办法，在内部

控制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的基础上，对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了自我评价，并编制了《河北金牛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关于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规定，公司聘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

司内部控制情况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的《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

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二月十日

股票代码：

600722

股票简称：金牛化工 公告编号：临

2018-006

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8年2月8日在石家庄

正定国际机场河北航空大楼8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已于10日前以专人送达或通讯方式发出。会议应到监事

5名，实到监事5名，其中监事赵计辰先生、姚笑先生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并表决。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陈建

壮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

会监事认真审议，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项议案尚需经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关于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公司监事会对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进行了认真审核，认为：

1、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的编制程序、内容和格式符合上述文件的规定；年报编制期间，不存在泄密及其他

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2、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该项议案尚需经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关于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止2017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总额1,190,453,653.21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总额916,153,472.46�元。

2017年度，公司营业收入 779,307,603.01元，营业成本705,211,304.69元，营业利润61,508,820.40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4,435,544.56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33,165,187.41� 元，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956,877.17元，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161,237,922.96�元。

该项议案尚需经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关于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本公司2017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4,435,

544.56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1,537,004,007.59元，本年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1,502,568,463.03元。 因公

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负，按照《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拟定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不分配不转增。

该项议案尚需经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五、关于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全体监事一致认为，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体系的建

设、运行及监督情况，现有内部控制体系和控制制度已基本建立健全，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

章的要求，能有效保证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活动的执行及监督。

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八年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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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是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按照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进行，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

生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关于公司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已经2018年2月8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3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联董事何长海先生、王万强先生、马明玉先生、郑温雅女士回避了表决。 非关联

董事一致审议通过该议案。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了该事项，并在董事会上对此事项出具了独立意见。因公司

预计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额超过了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公司关联股东将在审议本议案时回避表决。

（二）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7年度预计金额

2017年度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原因

在关联人的财务公

司存款 (月平均存

款余额)

冀中能源集团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

35,000.00 21,708.39

2017年下半年公司开展委

托理财业务， 导致存款余

额较低所致

合 计 35,000.00 21,708.39

（三）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8年度预计

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本年年初至披

露日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

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

例（%）

在关联人的财务

公司存款 (月平均

存款余额)

冀中能源集团

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

35,000.00 100% 10,433.58 21,708.39 100%

合 计 35,000.00 100% 10,433.58 21,708.39 10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冀中能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冀中能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 ）注册地址为石家庄市体育北大街125号，注册

资本为200,0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杨忠东(正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控股股东为冀中能源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

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

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

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 2016年12月31日，

财务公司资产总额609,511.16万元，净资产156,622.18万元，营业收入12,549.75万元，净利润 7,700.81� 万

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财务公司与公司同为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条第二项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财务公司合法有效存续，经营情况正常，各项监管指标均符合相关规定，具备履约能力，不会对本公司造

成损失。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拟在财务公司结算账户上办理存款、委托贷款和票据贴现等金融业务，届时公司

将与财务公司及关联方签署具体的金融服务协议。

（二）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结算方式

公司在财务公司办理存款业务，存款利率不低于央行公布的基准存款利率和其他商业银行的同类存款利

率，办理委托贷款、票据贴现及其他金融业务的手续费不高于其他商业银行的手续费用。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在财务公司办理存款业务、票据贴现等金融业务，有利于降低相关费用，增强公司资金的运营能力。

在关联交易定价上，公司按照市场价格进行交易，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采购，均有公开的市场，交易价格

透明，结算时间和方式符合一般商业惯例，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导致公司对关联方的严重依赖。

特此公告。

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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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

司开展甲醇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8年2月8日，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关于子公司开展甲醇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套期保值的目的和必要性

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北金牛旭阳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牛旭阳” ）主要业务为甲醇的生产、销售，生

产能力20万吨/年。 近几年来，受国内宏观经济影响，甲醇市场波动较大，为有效规避市场风险，对冲甲醇价格

波动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公司利用期货套期保值操作，进行风险控制，减少和降低甲醇价格波动对生产经

营的影响。

二、开展套期保值业务情况

金牛旭阳开展的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只限于郑州商品交易所交易的甲醇期货品种。 2018年度，金牛旭阳公

司拟继续甲醇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根据公司甲醇产能与交割库仓单限额，预计年度套期保值的交易数量不超

过30万吨。 期货保证金最高投入金额为1000万元人民币，止损额度为500万元人民币。 董事会授权公司期货领

导小组按照《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套期保值管理制度》组织实施甲醇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三、套期保值风险分析

1、价格波动风险

期货行情波动较大，如果利率、现货市场价格发生重大变化、时间跨度较长或者突发变化趋势或者任何一

方的波动过于剧烈，导致二者的亏损无法完全对冲，从而产生重大亏损。

2、政策风险

期货市场的法律法规等政策如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引起市场波动或无法交易，从而带来的风险。

3、流动性风险

如果合约活跃度较低，导致套期保值持仓无法在合适的价位成交，令实际交易结果与方案设计出现较大

偏差，从而带来损失。

4、操作风险

期货交易专业性较强，存在操作不当或操作失败，从而带来相应风险。

5、技术风险

由于无法控制和不可预测的系统故障、网络故障、通讯故障等造成交易系统非正常运行，使交易指令出现

延迟、中断或数据错误等问题，从而带来相应风险。

四、公司拟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根据具体走势采取期货与现货的错位操作等方式进行修正，公司密切跟踪盘面期货价格走势，结合现

货分析，合理定制止损位，弱化基差风险。

2、严格控制套期保值的资金规模，合理计划和使用保证金。

3、建立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制度，并形成高效的风险处理程序，对套期保值方案已设定的建仓价格区间及

其他条件，及时进行合理调整。

4、套期保值操作时选择主力合约进行操作并尽量选择远期合约进行对冲。

5、加强对国家及相关管理机构相关政策的把握和理解，及时合理地调整套期保值思路与方案。

6、牢固掌握商品交易所相关规定，积极配合交易所及相关部门的风险管理工作。

7、设立专门的风险控制岗位，强化内控制度的落实，加强相关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及业务培训，提高相关

人员的综合素质。

8、设立符合要求的交易、通讯及信息服务设施系统，确保交易工作正常开展。 当发生错单时，及时采取相

应处理措施，并减少损失。

9、套期保值业务出现重大风险或可能出现重大风险，套期保值业务亏损金额每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年

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10％且亏损金额达到或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的，本公司将及时披露。

五、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子公司河北金牛旭阳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牛旭阳” ）2018年拟开展的使用自有资金利用

期货市场开展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关的产品套期保值业务的相关审批程序等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2、公司已制定《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套期保值管理制度》，建立健全了组织机构、业务操作流程、

审批流程及风险控制措施。

3、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金牛旭阳以自有资金开展甲醇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有利于有效规避市

场风险，对冲甲醇价格波动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实现公司自身长期稳健的发展。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子公司开展甲醇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

意开展2018年度的甲醇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特此公告。

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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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

八号———化工》、《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的要求，现将2017年度主要经营数据

披露如下：

一、 报告期内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产量（吨） 销售（吨） 营业收入（万元）

甲醇 196,170.00 196,252.70 41,153.23

二、 报告期内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1、 主要产品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产品 2017年度平均售价（元/吨） 2016年度平均售价（元/吨） 变动比例（100%）

甲醇 2449.40 1869.58 31.01%

由于2017年内大宗商品和原材料价格上涨，行业产能增速放缓，供需格局改善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下，甲

醇价格先抑后扬，尤其在下半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

2、 主要原材料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原材料

2017年度平均采购价 （元/立方

米）

2016年度平均采购价 （元/立方

米）

变动比例

（100%）

焦炉气 0.421 0.327 28.75%

2017年内，由于煤炭价格同比上升致使上游企业成本增加，以及2017年四季度京津冀环保压力加大导致

上游企业限产等原因，造成焦炉气价格同比上升。

三、报告期内无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以上经营数据信息来源于公司报告期内财务数据，且未经审计，仅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之用，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二月十日

公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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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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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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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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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其他事

项段或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强调事项段的内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二、（五）所述，南化股份公司

的子公司南宁绿洲化工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末资产总额36,113.87万元 （占合并报

表资产总额47.81%），负债总额48,047.34万元（占合并报表负债总额83.98%），净资

产-11,933.47万元，因建设用地未能如期交付，筹建工作进展缓慢，不能按期建成投

产。 上述事实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南化股份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

不确定性。 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5�经董事会审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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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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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素霞

办公地址 广西南宁市银海大道1223号7楼 广西南宁市银海大道1223号7楼

电话 0771-4835135 0771-4821093

电子信箱 nhzq@nnchem.com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已于2013年9月实施停产搬迁，搬迁工作推进未如预期；2015年，公司将涉

及搬迁的资产转让给南化集团和公司将搬迁涉及土地收储合同（或协议）中约定的

须由公司承担的义务（包括土地整理（包括拆迁、清场、环境治理）、土壤功能恢复

等）转让给南化集团，尚未完成的整体搬迁工作，全部由南化集团承接完成，终止原

有搬迁项目建设；控股子公司南宁绿洲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仍在建设中。

报告期内，公司无生产经营性资产，公司仅从事贸易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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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755,408,587.95 966,437,931.49 -21.84 906,406,989.22

营业收入 214,156,287.46 71,742,117.67 198.51 63,939,529.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479,915.07 6,014,231.40 -640.05 -41,835,182.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327,504.64 -39,395,973.40 不适用 -119,297,726.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1,749,390.87 263,846,725.94 -8.38 250,386,734.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477,003.94 -74,237,942.88 不适用 -85,435,567.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81 0.0256 -639.45 -0.177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81 0.0256 -639.45 -0.17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85 2.33

减少15.18个百分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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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87,409.65 5,415,838.02 186,865,612.13 5,087,427.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13,872.63 -7,032,059.57 7,486,634.28 -30,620,617.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

-2,293,482.16 -6,900,059.57 7,486,634.28 -30,620,597.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363,387.08 -89,033,981.23 206,266,413.04 -11,392,040.7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股本及股东情况

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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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62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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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宁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0 4,462,509 1.90 0 无 国有法人

曹关渔 500,000 2,539,350 1.08 0 未知 未知

陆健 2,350,300 2,350,300 1.00 0 未知 未知

许静波 88,200 2,196,800 0.93 0 未知 未知

陈林妹 4,100 2,133,500 0.91 0 未知 未知

蓝歆旻 2,124,800 2,124,800 0.90 0 未知 未知

傅瑞长 -7,788,567 1,513,243 0.64 0 未知 未知

窦锦华 1,347,701 1,347,701 0.57 0 未知 未知

郑益雅 1,210,805 1,210,805 0.51 0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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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415.63�万元,同比增长 198.51� %；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247.99� 万元，上年同期为 601.42� 万元；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3,232.75万元，上年同期为 -3,939.60�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为 5,547.70�万元， 上年同期为 -7423.79�万元。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

75,540.86�万元，同比下降 21.84%；净资产18,327.54�万元，同比下降20.70� %；负债

总额 57,213.32�万元，同比下降22.19%� ；资产负债率75.7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权益为 24,174.94�万元，同比下降8.38� %。

2�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5�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

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2017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1户，详见本附注八“在其他主体中的

权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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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8年2月8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出席会

议的董事7名，实到7名。因董事长韦韬先生已辞职，会议由副董事长黄葆源先生主持，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7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本议案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公司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公司2017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本议案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报告在股东大会上向股东报告。

四、审议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对2017年12月31日的各类资产进行了

减值测试，拟对应收款项、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等计提减值准备共计45,896,290.14

元，其中：坏账准备340,590.48元、固定资产减值准备10,896,566.11元及在建工程减

值准备34,659,133.55元。

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本议案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 的说明》

本议案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详见与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 的说明》。

八、审议通过《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7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4,697,

100.31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1,043,264,046.34元，期末未分配利润为-1,038,

566,946.03元。

因公司2017年期末累计可分配利润为负， 董事会拟2017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黄葆源、吴松、郑桂林回

避表决。

2017年度，公司与股东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72,300万元，实际发生

金额为200.53万元， 其中与南宁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接受劳务13.69万元、 供应水电

152.52万元，与南宁国际综合物流园有限公司租赁房屋34.32万元。 预计与北海诚德

镍业有限公司供应商品50,000万元、与广西华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供应商品22,000

万元，因未获股东大会通过，该两事项停止实施。

2018年度， 预计公司与南宁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供应水电约为300万元与南宁国

际综合物流园有限公司租赁房屋62.32万元。

十、审议通过《关于聘请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为维持审计工作的连续性、高效性，公司拟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2018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审计费用为23万元。

拟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内控审计机构，审计

费用为12万元。

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资产转让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南宁绿洲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将闲置的2套离心式干氯气压缩机进行公开出

售处置，评估值为人民币1216.30万元，按不低于评估结果作为挂牌底价，通过广西区

国资委确定的产权交易机构公开挂牌转让。

十二、审议通过《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本议案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促进公司规范运作，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

对《公司章程》修订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六十七条 第一款“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 董事长

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副董事长主持，副董

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时， 由半数以上董

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主持。 ”

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

不履行职务时，由副董事长主持（如公司有两名副董事长的，由半数

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其中一名副董事长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

务或者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主持。 ”

第一百零六条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 其中独立董事

三名，设董事长一名，副董事长一名。

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三名，设董事长

一名，副董事长一至两名。

第一百一十三条公司副董事长协助董事长工作， 董事

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 由副董事长履行

职务；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

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务。

第一百一十三条 公司副董事长协助董事长工作。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

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副董事长履行职务（如公司有两名副董事长

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其中一名副董事长履行职务）；副董

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

董事履行职务。

根据上述条款的修改，拟对《董事会议事规则》做出相应修改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九条会议的召集和主持

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和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

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副董事长召集和主持；副董

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

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召集和主持。

第九条会议的召集和主持

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和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

行职务的，由副董事长召集和主持（如公司有两名副董事长的，由半

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其中一名副董事长召集和主持）；副董事长不

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 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

召集和主持。

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将召开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上述有关事项，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等有关事项将另行通知。

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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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18年2月8日在公司会议

室召开，应到会监事4人，实到会监事4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向红女士主持。 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到会监事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以

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2017年度工作报告》；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证券法的相关规定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符合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报告客观地反映了公

司当年的经济运营情况，真实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监事会认为瑞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人）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客观和真

实地反映了公司实际的财务状况，揭示了公司存在的持续经营风险。

监事会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人员有违反上市公司相关保密规定的行为。

全体监事对《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监事会对《关于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 的说明》的意见：

监事会认真检查了公司2017年度的财务报告，并审阅了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人）出具的审计报告。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人）出具的带强

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客观和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实际的财务状况，揭示了

公司存在的持续经营风险。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预计的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经营行为，符合

公司业务经营和发展的实际需要。该等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交易价

格公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共同利益。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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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资产转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关于控股子公司资产转让的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南宁绿洲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绿洲公司”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

出资额为51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为51%。 由于绿洲公司30万吨氯碱项目已处

于暂缓建设状态，到货设备长期闲置，存在大额减值风险。因此，绿洲公司拟将闲置的

2套离心式干氯气压缩机进行公开出售处置。

本次拟处置资产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资产转让的议案》，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出具独立意见。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资产进行公开处置尚无确定交易对方。 公司将根据资产处置的进展情况进

行持续披露。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资产转让的标的：绿洲公司拥有的2套离心式干氯气压缩机。

绿洲公司30万吨氯碱项目于2009年采购了2套德国KKK公司离心式干氯气压缩

机（以下简称氯压机），采购合同总价为欧元1459800欧元（到岸价）。 账面价值为人

民币1314.09万元。

（二）资产评估情况

绿洲公司聘请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并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中通桂评报

字[2017]第199号，绿洲公司在建工程类资产评估数据以2017年8月31日为评估基准

日，2套离心式干氯气压缩机账面价值为人民币1314.09万元，资产减值准备239.31万

元，评估值为人民币1216.30万元。

四、资产处置方式及定价原则

本次资产转让的方式： 绿洲公司拟通过广西区国资委确定的产权交易机构公开

挂牌转让标的资产。

转让价格：将按不低于评估结果作为挂牌底价。

五、涉及资产处置的其他安排

人员安置：本次不涉及人员安置情况。

所得资金的用途安排：本次处置资产所得款项，将作为绿洲公司建设经营资金。

对公司的影响：本次子公司长期闲置资产的处置对公司当期损益影响不大。

本次拟转让资产其评估值仅占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1.61� %，公司2017年12月31

日净资产为75540.86万元，因此，本次控股子公司资产转让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特此公告。

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