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7家化工企业披露一季度业绩预告 逾九成预喜

50倍60倍70倍 化工企业首季净利增长惊人

● 本报记者 刘杨

化工行业一季度业绩靓丽。根据Wind数据，截至4

月6日收盘，申万化工一级行业中，已有47家上市公司

披露一季报业绩预告，除宏达新材一家续亏外，其余46

家上市公司业绩均报预喜（预增、扭亏、略增），预喜比

例高达97.87%。其中，鲁西化工预计一季度净利增长逾

50倍，天铁股份预计一季度净利增长逾60倍，多氟多预

计一季度净利润增长逾70倍。产品涨价、需求旺盛及新

增产能释放等因素助推相关公司业绩大增。

产品涨价

自2020年四季度以来，在化工顺周期行情下，产品

价格上涨促进相关公司业绩高增长。进入2021年后，化

工子行业景气度颇高，塑料、PTA、乙二醇、正丁醇等商

品价格悉数上涨。

截至目前， 受益产品价格大涨导致净利润增速排

名行业前列的上市公司分别是鲁西化工、 云天化及天

铁股份。

鲁西化工预计， 今年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9亿元至10亿元， 同比增长5245.53%至

5839.48%。 公司表示，进入2021年后，公司主要产品价

格轮番上涨， 截至目前， 正丁醇上涨37%、PC上涨

30.3%、尼龙6上涨15%，有机硅DMC上涨31.8%，双酚

A上涨102%。 鲁西化工目前拥有化工新材料、基础化

工、化肥等多品类百余种产品。

以磷产业为核心的综合性化工企业云天化一季报

表现同样“扎眼” 。 云天化预计，一季度公司实现净利

润5.2亿元至5.8亿元，同比增长4510%至5042%。 公司

表示，业绩上涨是因为报告期内聚甲醛价格显著上涨，

公司主要装置满负荷稳定运行， 同时公司合成氨原料

自给率提升，以及2020年实施原料硫磺战略储备，主要

产品原料成本和运营成本得到有效控制， 导致公司主

营产品毛利率同比增加等原因。

云天化目前拥有3套大型合成氨与磷肥一体化、合

成氨与氮肥一体化生产装置， 拥有高浓度磷复肥产能

800万吨/年， 聚甲醛产能9万吨/年， 磷矿石开采能力

1200万吨/年，长期保持业内巨头地位。

受益于草铵膦价格大涨， 利尔化学预计一季度盈

利1.6亿元至2亿元，同比增长91.89%至139.86%。 公司

表示， 今年将实现广安甲基二氯化磷项目安全稳定运

行和扩能，提升公司草铵膦产能和市场竞争力，同时确

保各基地新项目建设按计划落地。据了解，全球草铵膦

总产能约为5万吨，利尔化学、巴斯夫和UPL的产能位

列前三，分别为1.85万吨、1.2万吨、6000吨。 利尔化学

的草铵膦产能占比达到55%，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需求旺盛

业内人士指出，全球经济在“疫情后周期” 的背景

下有望复苏，因此将有效拉动化工行业的需求。值得一

提的是，今年一季度，新材料、汽车、轨交等行业的相关

产品市场需求旺盛， 这直接提振了部分化工企业的盈

利能力。

4月6日晚，多氟多发布公告称，预计一季度实现净

利润9000万元-9500万元，同比增长7183.91%-7588.

57%。 公司表示，一季度经营业绩同比大幅增长的重要

原因是，公司新材料板块的相关产品市场需求旺盛，持

续处于满产满销状态，盈利能力大幅提升。 同日，公司

发布2020年业绩快报， 公司实现净利润4862万元，同

比扭亏。

金力泰今年一季度业绩预告显示， 预计一季度盈

利2000万元至2300万元， 较上年同期的39.12万元增

长5012.47%至5779.35%。对于业绩大增，公司指出，一

季度公司下游汽车行业延续总体较好势头以及市场总

体需求保持稳定，公司持续推进水性涂料、高固体份涂

料工艺技术研发以及核心树脂的自研自制， 推动产品

优化改良并构筑产品核心技术壁垒， 同时积极优化客

户结构、大力拓展新客户。

业绩预增幅度较高的还有天铁股份。 天铁股份公

告，预计一季度净利润为6800万元至7500万元，同比

增长6602.15%-7292.08%。 对于预增原因，公司表示，

轨交行业景气度较高， 尤其是城际和市域轨道建设增

长较快，公司受益于该类新基建的快速发展，一季度取

得了业务规模和经济效益的大幅提升。

天铁股份主营轨道工程橡胶制品的研发、 生产和

销售，产品主要包括隔离式橡胶减振垫、弹性支承式无

砟轨道用橡胶套靴等轨道结构减振产品。

盈利持续

另有部分化工企业受益于新增产能释放。4月6日，

齐翔腾达发布2020年业绩快报及2021年一季度业绩

预告， 在2020年净利润同比增长66.49%至10.33亿元

的基础上， 齐翔腾达一季度净利润预计增长200%至

245%，达5.94亿元至6.82亿元，与2019年全年6.2亿元

的净利润规模基本相当。

产业链扩张是齐翔腾达业绩大涨的主要原因。 公

告显示，齐翔腾达新投产的20万吨/年丁腈胶乳项目和

一期10万吨/年MMA项目产能在一季度全部释放，使

得其产品产销量和利润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同时，一

季度部分产品价格跳涨， 齐翔腾达抓住产品涨价的有

利时机，加大产品销售力度，实现利润最大化。

中金公司指出， 化工企业盈利显著改善的主要驱

动因素有两点：一是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修复，终端需

求逐渐回归常态；二是油价上行，大宗商品及主要化工

品价格同比口径大幅上涨，进而改善企业盈利状况。

国盛证券认为， 在全球经济持续复苏及补库周期

驱动下，化工行业高景气度有望延续。 从业绩角度看，

一季度化工龙头企业业绩将超出市场预期， 二季度环

比将持续改善。

生意社认为，一季度化工市场涨势良好，2021年行

业需求边际改善主要来自于海外， 宽松的货币政策将

带动化工子行业进一步高景气， 二季度化工市场或将

“梅开二度” 。

化工行业一季度业绩靓丽。根据Wind数据，截至4月6日收盘，申万化工一级行业中，

已有47家上市公司披露一季报业绩预告，除宏达新材一家续亏外，其余46家上市公司业

绩均报预喜（预增、扭亏、略增），预喜比例高达97.87%。 其中，鲁西化工预计一季度净利

增长逾50倍，天铁股份预计一季度净利增长逾60倍，多氟多预计一季度净利润增长逾70

倍。 产品涨价、需求旺盛及新增产能释放等因素助推相关公司业绩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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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预告类型 净利润 净利润同比增长上限[单位]�% 行业

多氟多 预增 净利润约9000万元-9500万元 7,588.5700 氟化工及制冷剂

天铁股份 预增 净利润约6800万元~7500万元 7,292.0800 其他橡胶制品

黑猫股份 扭亏 净利润约23000.00万元~28000.00万元 7,158.7259 炭黑

鲁西化工 预增 净利润约90000万元~100000万元 5,839.4800 氮肥

金力泰 预增 净利润约2000万元~2300万元 5,779.3500 涂料油漆油墨制造

云天化 预增 净利润约52000万元~58000万元 5,042.0000 磷肥

阳谷华泰 预增 净利润约9000万元~10000万元 1,953.1000 其他橡胶制品

新安股份 预增 净利润约27000万元~30000万元 1,434.0000 其他化学制品

和邦生物 扭亏 净利润约24000万元~28000万元 993.7908 纯碱

丰元股份 预增 净利润约800万元~1000万元 862.0900 其他化学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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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船批量接单 造船市场回暖明显

●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国内造船企业迎来“小阳春” 。

近日，以集装箱船为代表的主力船

型实现批量接单，显示出造船行业的强

劲复苏势头。 业内人士认为，2021年国

际造船市场订单将较为可观。受益于行

业回暖，国内造船上市公司也有望迎来

业绩改善。

集装箱船迎抢单潮

4月2日，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

宣布，旗下两大船厂大连船舶重工集团

有限公司和广船国际有限公司携手承

接13艘16000TEU集装箱船订单，订单

总金额超百亿元，为中国造船企业承接

的最大单笔集装箱船订单。 其中，大船

重工承接7艘，广船国际承接6艘。 受此

消息影响，4月6日，中国重工收盘上涨

2.95%，中国船舶收盘上涨5.19%。

今年一季度，全球集装箱船市场迎

来一波订单潮。根据中国船舶集团经济

研究中心统计，一季度，全球累计成交

集装箱船151艘， 共1659万载重吨，以

标准箱（TEU）计，是2020年全年成交

总量的1.6倍， 并创下同期历史最高纪

录；以载重吨计，已占目前全球新船成

交总量的52%，成为今年造船市场复苏

的主力。扬子江等国内主要船厂也纷纷

宣布斩获集装箱船订单。

中国船舶集团经济研究中心相关

人士表示，在全球集装箱航运市场行情

大幅改善的情况下， 航运公司收益颇

丰，船东资信状况持续改善，投资信心

重建，国际市场订单快速释放。此前，受

疫情影响搁置的集装箱船新船订造计

划，尤其是超大型集装箱船订造计划纷

纷重启，带动全球集装箱船造船市场迎

来新一轮订单潮。

业内人士预计，2021年全球集装

箱海运量同比增长将超5%， 集运需求

有望迎来全面复苏，而全球集装箱船船

队运力增速约为3.4%， 市场供需将维

持紧平衡状态。

中国船舶集团经济研究中心相关

人士表示， 支线箱船市场前景可期，大

型及超大型箱船仍有批量订单， 另外，

部分中型箱船更新需求也有望释放。不

过，市场或存在投机订单。

或迎业绩改善良机

2021年一季度以来， 国际造船市

场呈现较为强劲的复苏势头。

中国船舶集团经济研究中心统

计显示，一季度全球累计成交新船订

单3180万载重吨， 同比增长157%；3

月，全球新船订单成交超过1800万载

重吨， 创下过去5年以来单月最高水

平，亦为2008年金融危机后同期最高

水平。

订单增多带来市场供需关系改

善，新船价格止跌回涨。截至4月初，克

拉克森新船价格指数升至131.0点，较

年初上涨5.4点，并创5年以来新高。 从

典型船型价格看 ， 超大型原油轮

（VLCC）、18万吨好望角型散货船、

15000TEU集装箱船的新船价格年内

涨幅分别达6.4%、11.8%和12.3%。

目前， 克拉克森海运指数已突破

20000美元/天， 处于2008年金融危机

之后的较高水平。 BDI、CCFI等主力船

型航运业晴雨表也处于近期较高水平。

中国船舶集团经济研究中心相关

人士认为，多种因素叠加助推市场迎来

低迷数年后的积极增长：一是世界经济

贸易出现积极增长趋势；二是航运市场

增长基础日趋稳固。 从需求端看，2021

年全球海运贸易量有望同比上涨

4.2%，超越疫情前水平；从供给端看，

截至2020年底， 全球手持订单与船队

运力之比已达新世纪以来最低的

7.2%， 预计2021年运力增速将下滑至

2.4%；三是主流船东强势回归订船。 从

订单来源区域看，一季度，欧洲和北美

船东共计订造新船125艘、1384万载重

吨，市场贡献率高达59%。

除集装箱船市场外，油船、散货船、

液化气船等其他细分市场也不同程度

地呈现复苏态势。

行业分析人士预计， 随着全球宏

观经济贸易形势修复， 航运基本面预

期向好， 将对新造船市场带来有力支

撑。 2021年国际造船市场订单将较为

可观，新船价格将处于回升通道。 受益

造船市场回暖， 造船企业经营业绩有

望进一步改善， 尤其是近几年业绩不

佳的国内造船上市公司或迎来业绩复

苏机遇。

首季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

966万辆 创同期历史新高

●

本报记者 崔小粟

4月6日，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消

息，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1年3月，

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3.78亿辆，其中

汽车2.87亿辆；机动车驾驶人4.63亿

人，其中汽车驾驶人4.25亿人。 一季

度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966万辆，

新领证驾驶人839万人。

一季度，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

966万辆，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388.6

万辆，增长67.31%；与2019年一季度

相比增加233.9万辆，增长31.96%，创

同期历史新高。 从车型看，汽车新注

册登记750万辆，与去年同期相比增

加291万辆，增长63.33%；与2019年

一季度相比增加123.3万辆， 增长

19.65%。 摩托车新注册登记203万

辆，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95.4万辆，

增长88.63%； 与2019年一季度相比

增加107.7万辆，增长113.08%。

72个城市汽车保有量超过100

万辆，16个城市汽车保有量超过300

万辆。 截至3月，全国汽车保有量超

过100万辆的城市共有72个，与去年

同期相比增加5个。 其中，汽车保有

量超过200万辆的城市33个， 超过

300万辆的城市16个。 北京汽车保有

量超过600万辆，成都、重庆汽车保

有量超过500万辆，苏州、上海、郑州

汽车保有量超过400万辆。

载客汽车保有量达2.48亿辆，私

家车保有量达2.29亿辆。截至3月，全

国载客汽车保有量为2.48亿辆。其中

以个人名义登记的小微型载客汽车

（私家车）达2.29亿辆。 从新注册登

记情况看，一季度新注册登记的载客

汽车643万辆，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237.3万辆，增长58.53%；与2019年

一季度相比增加94.6万辆， 增长

17.26%。 一季度新注册登记载货汽

车103万辆，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51.7万辆，增长100.99%；与2019年

一季度相比增加27.9万辆， 增长

37.12%。

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551万辆，

一季度新注册登记46.6万辆。 截至3

月，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551万

辆。 其中，纯电动汽车保有量449万

辆，占新能源汽车总量的81.53%。 一

季度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46.6万

辆，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34.8万辆，

增长295.20%；与2019年一季度相比

增加21.6万辆，增长86.76%。 新能源

汽车新注册登记量占汽车新注册登

记量的6.21%。

一季度新领证驾驶人839万人，

较去年同期增加538.6万人。 全国机

动车驾驶人数量达4.63亿人， 其中，

汽车驾驶人数量为4.25亿人，占驾驶

人总数的91.86%。2021年一季度，全

国新领证驾驶人数量839万人，与去

年同期相比增加538.6万人， 增长

178.99%；与2019年一季度相比增加

38.7万人，增长4.83%。

网上办理车辆和驾驶证业务

2180.3万次，同比增长154.50%。 一

季度， 为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各地公安交管部门继续大力推行31

项交管业务“足不出户” 网上办。 全

国网上办理补换领驾驶证行驶证、发

放临时号牌等业务2180.3万次，与去

年同期相比增加1323.6万次， 增长

154.50%。

洋河股份董事长张联东：

白酒行业迎更激烈竞争

名酒将是最大受益者

●

本报记者 潘宇静

“白酒行业正从黄金时代转向

白银时代。 黄金时代是量增价涨，未

来白银时代的量价都将趋于稳定状

态。 ” 4月6日，洋河股份董事长张联

东在名酒双沟发展趋势高峰论坛上

表示， 白酒行业将从增量到存量，迎

来更加激烈的竞争时代，大多数企业

的增长将会变得越来越难，名酒将是

最大的受益者。

蓄起新势能

张联东在演讲中直面洋河股份

近年来的发展现状，他表示，洋河股

份这两年发展速度慢了些， 是在做

深度的转型调整。 随着转型升级的

大力推进， 正积蓄起高质量发展的

新势能。

洋河股份2月底发布了业绩快

报。 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1.25亿元，同比下降8.65%；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4.77亿

元，同比增长1.27%。 2019年，洋河股

份归母净利润为73.83亿元， 同比下

降9.02%。

在此次召开的论坛上， 公司表

示，洋河股份旗下的双沟珍宝坊将成

为洋河股份的又一增长动力。“未来

双沟将迎来爆发增长，珍宝坊将成为

经销商朋友手中真正的珍宝。 ”洋河

股份总裁助理、双沟酒业总经理张学

谦表示。

张学谦表示，双沟名酒化的战略

已经明确， 变革的主方向为名酒化、

全国化、模式化、组织化。公司将加速

推进双沟组织化、 全国化战略落地，

释放名酒增长红利。

天风证券表示，2020年以来，公

司深度推进“洋河+双沟” 的双品牌

战略，双品牌意在覆盖100元-2000

元的价格带，用立体多维的产品架构

为消费者营造充足的选择空间。

名酒迎成长机会

高端白酒需求高涨，中高端白酒

扩容，张联东称这些趋势都给名酒带

来了新的全国化成长机会。

张联东称，名酒在形成和发展过

程中，曾经“名” 在青山绿水的绿色

滋养，“名”在历史悠久的特色传承，

“名”在岁月留香的文化积淀，“名”

在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内涵十分丰

富。 但从行业来说，酒也会和很多行

业一样回归到产业本质。

他说， 从价值创造的视角看，白

酒产业回归本质就是回归到“人” ，

关注人的需求和价值，为消费者为伙

伴创造更多价值。作为行业的头部阵

营，名酒应该率先回归，以人为本创

造价值。

业内人士表示，新格局重构是

“十四五” 时期中国酒业的主流趋

势。 销量、收入、利润在向优势产

区、全国品牌、战略单品集中，名酒

厂的收入和利润也越来越往品牌

酒集中。

中国酒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

2021年1-2月，全国酿酒产业规模以

上企业完成产品销售收入1592.16亿

元，同比增长33.49%；实现利润总额

400.20亿元，同比增长58.00%。

产品涨价

自2020年四季度以来，在化工顺

周期行情下， 产品价格上涨促进相关

公司业绩高增长。 进入2021年后，化

工子行业景气度颇高，塑料、PTA、乙

二醇、正丁醇等商品价格悉数上涨。

截至目前，受益产品价格大涨导

致净利润增速排名行业前列的上市

公司分别是鲁西化工、云天化及天铁

股份。

鲁西化工预计， 今年一季度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亿元至

10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5245.53% 至

5839.48%。公司表示，进入2021年后，

公司主要产品价格轮番上涨， 截至目

前， 正丁醇上涨37%、PC上涨30.3%、

尼龙6上涨15%， 有机硅DMC上涨

31.8%，双酚A上涨102%。鲁西化工目

前拥有化工新材料、基础化工、化肥等

多品类百余种产品。

以磷产业为核心的综合性化工企

业云天化一季报表现同样“扎眼” 。 云

天化预计，一季度公司实现净利润5.2亿

元至 5.8亿元， 同比增长 4510%至

5042%。 公司表示，业绩上涨是因为报

告期内聚甲醛价格显著上涨，公司主要

装置满负荷稳定运行，同时公司合成氨

原料自给率提升， 以及2020年实施原

料硫磺战略储备，主要产品原料成本和

运营成本得到有效控制，导致公司主营

产品毛利率同比增加等原因。

云天化目前拥有3套大型合成氨

与磷肥一体化、 合成氨与氮肥一体化

生产装置， 拥有高浓度磷复肥产能

800万吨/年， 聚甲醛产能9万吨/年，

磷矿石开采能力1200万吨/年， 长期

保持业内巨头地位。

受益于草铵膦价格大涨， 利尔化

学预计一季度盈利1.6亿元至2亿元，

同比增长91.89%至139.86%。 公司表

示， 今年将实现广安甲基二氯化磷项

目安全稳定运行和扩能， 提升公司草

铵膦产能和市场竞争力， 同时确保各

基地新项目建设按计划落地。据了解，

全球草铵膦总产能约为5万吨， 利尔

化学、巴斯夫和UPL的产能位列前三，

分别为1.85万吨、1.2万吨、6000吨。 利

尔化学的草铵膦产能占比达到55%，

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需求旺盛

业内人士指出，全球经济在“疫

情后周期” 的背景下有望复苏，因此

将有效拉动化工行业的需求。 值得一

提的是，今年一季度，新材料、汽车、

轨交等行业的相关产品市场需求旺

盛，这直接提振了部分化工企业的盈

利能力。

4月6日晚， 多氟多发布公告称，

预计一季度实现净利润9000万元

-9500万元 ， 同比增长 7183.91%

-7588.57%。公司表示，一季度经营业

绩同比大幅增长的重要原因是， 公司

新材料板块的相关产品市场需求旺

盛，持续处于满产满销状态，盈利能力

大幅提升。 同日，公司发布2020年业

绩快报， 公司实现净利润4862万元，

同比扭亏。

金力泰今年一季度业绩预告显

示， 预计一季度盈利2000万元至

2300万元， 较上年同期的39.12万元

增长5012.47%至5779.35%。 对于业

绩大增，公司指出，一季度公司下游

汽车行业延续总体较好势头以及市

场总体需求保持稳定，公司持续推进

水性涂料、高固体份涂料工艺技术研

发以及核心树脂的自研自制，推动产

品优化改良并构筑产品核心技术壁

垒，同时积极优化客户结构、大力拓

展新客户。

业绩预增幅度较高的还有天铁股

份。天铁股份公告，预计一季度净利润

为6800万元至7500万元， 同比增长

6602.15%-7292.08%。 对于预增原

因，公司表示，轨交行业景气度较高，

尤其是城际和市域轨道建设增长较

快， 公司受益于该类新基建的快速发

展， 一季度取得了业务规模和经济效

益的大幅提升。

天铁股份主营轨道工程橡胶制品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主要包括隔

离式橡胶减振垫、 弹性支承式无砟轨

道用橡胶套靴等轨道结构减振产品。

盈利料持续

另有部分化工企业受益于新增产

能释放。 4月6日，齐翔腾达发布2020

年业绩快报及2021年一季度业绩预

告，在2020年净利润同比增长66.49%

至10.33亿元的基础上，齐翔腾达一季

度净利润预计增长200%至245%，达

5.94亿元至6.82亿元， 与2019年全年

6.2亿元的净利润规模基本相当。

产业链扩张是齐翔腾达业绩大涨

的主要原因。公告显示，齐翔腾达新投

产的20万吨/年丁腈胶乳项目和一期

10万吨/年MMA项目产能在一季度

全部释放， 使得其产品产销量和利润

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同时，一季度部

分产品价格跳涨， 齐翔腾达抓住产品

涨价的有利时机，加大产品销售力度，

实现利润最大化。

中金公司指出， 化工企业盈利显

著改善的主要驱动因素有两点： 一是

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修复， 终端需求

逐渐回归常态；二是油价上行，大宗商

品及主要化工品价格同比口径大幅上

涨，进而改善企业盈利状况。

国盛证券认为， 在全球经济持续

复苏及补库周期驱动下， 化工行业高

景气度有望延续。从业绩角度看，一季

度化工龙头企业业绩将超出市场预

期，二季度环比将持续改善。

生意社认为， 一季度化工市场涨

势良好，2021年行业需求边际改善主

要来自于海外， 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带

动化工子行业进一步高景气， 二季度

化工市场或将“梅开二度” 。

●

本报记者 刘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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