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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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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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0年母公司实现净利润61,324,455.32元。

2020年初法定盈余公积金266,590,323.08元，已达到公司注册资本的64.73%，按照《公司法》规定

，法定盈余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50%以上，可以不再提取，故公司2020年不再提取法

定盈余公积，则本年可供分配利润61,324,455.32元，加上以前年度累计未分配利润2,252,401,167.35

元，本年度实际可分配利润 2,313,725,622.67 元。 

公司拟以 2020 年末总股本 411,863,50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5 元

（含税），总计分配现金红利 6,177,952.53 元，母公司剩余未分配利润 2,307,547,670.14 元结转至

以后年度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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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沧州大化 600230 *ST沧大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晓婧   

办公地址 沧州市运河区永济东路20号   

电话 0317-3556143   

电子信箱 caiwu@czdh.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甲苯二异氰酸酯（以下简称“TDI”）产品： 

TDI 是一种重要的有机化工原料，主要应用于软泡、涂料、弹性体、胶粘剂。其中软泡是最

大的一块消费领域，占 73%左右，涂料占 17%以上。软质聚氨酯泡沫材料在家具、建筑和运输领

域有广泛的应用。另外，TDI 还可以用于生产硬质聚氨酯泡沫材料、胶粘剂、混凝土密封剂、尼

龙-6 交联剂、聚氨酯涂料和聚氨酯弹性体中间体。我国 TDI 产品消费地区分布基与下游产业分



布一致； TDI 产品最主要的消费行业主要集中在软体家具、 涂料、 汽车等行业。 

2020 年 TDI 市场依然呈现供大于求格局，预计未来几年 TDI 产能新增和淘汰交替进行，寻

找新的平衡点。2020 年公共卫生事件曾短暂影响供需，此后国内外需求均有快速恢复。因全球公

共卫生事件冲击及多于往年的检修和不可抗力，2020 年中国产 TDI 在全球市场上承担了前所未有

的供应份额，预计未来几年中国产 TDI 在全球市场上继续增加供应，对南美洲、非洲等地输出频

率提升。 

2020 年中国实际需求量为 80 万吨左右，需求微涨，主要原因为，由于 TDI 的低价使一些替

代品回流 。2020 年国内环保和安全生产检查工作持续推进，下游海绵等行业的规范度进一步提

升，一些小微型作坊继续被淘汰，中国楼市车市表现低迷，此外由美国单方面挑起的中美贸易争

端明显冲击了出口型的下游， 2020 年由于万华生产逐渐正常化及国内疫情影响，使国内供需矛

盾进一步加剧。全年行情基本分为四个阶段，一轮深跌，一轮大涨，一段谷底放量，一段高位震

荡，但总体趋势而言，结果仍是大部分时间的价格在行业成本线以下。 

公司 TDI 产品采用直接用户和经销商双线销售的模式，内销与出口相结合。 

2020 年沧州大化 TDI 产量 13.13 万吨，占国内总产量的 9.58%左右，具有一定的市场影响力。 

2、烧碱产品： 

氢氧化钠，化学式为 NaOH，俗称烧碱、火碱、苛性钠，是一种国民经济基础性化工原材料，

用途十分广泛，主要用于生产纸浆、氧化铝、肥皂、染料、水处理、人造丝，冶炼金属、石油精

制、棉织品整理、煤焦油产物的提纯，以及食品加工、木材加工及机械工业、化学工业（制取硼

砂、铬盐、锰酸盐、磷酸盐、生产聚碳酸酯、超级吸收质聚合物、沸石、环氧树脂、磷酸钠、亚

硫酸钠和大量钠盐、药剂及有机中间体，旧橡胶的再生）等方面。我公司烧碱产品为液体状态，

市场统称为液碱。 

2020 年中国烧碱下游整体行业表现平淡，氧化铝、化纤、化工、造纸等行业表现持续低迷，

亮点较少，部分行业持续亏损。受 2020 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及多数行业进入调整期、盈利及开

工情况不理想影响，价格难有持续利好提振。就联动性而言，碱氯价格呈现“负相关性”，但跟下

游氧化铝、化纤价格联动性不足。 

我公司烧碱产品采用直销和经销商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烧碱产能为 16 万吨（折百计算），主要供应给河北省以及山东省周边的下游直接客户，

产品质量稳定，供应及时，价格合理，在周边市场具有一定的市场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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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6,372,663,011.19 4,951,822,761.16 28.69 4,614,027,210.46 

营业收入 1,653,264,775.04 2,105,568,631.04 -21.48 4,431,727,480.04 

扣除与主营业

务无关的业务

收入和不具备

商业实质的收

1,607,564,731.71 / / / 



入后的营业收

入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36,935,813.37 45,842,510.81 -19.43 990,948,958.4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3,355,130.67 38,600,987.31 -212.32 993,047,606.7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3,573,386,052.07 3,541,898,915.14 0.89 3,587,972,710.31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70,911,381.59 121,776,630.29 40.35 1,500,350,635.81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897 0.1113 -19.41 2.406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897 0.1113 -19.41 2.4060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0331 1.29 减少0.26个百分

点 

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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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13,277.09 380,656,879.34 498,016,192.90 572,078,425.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7,523,610.46 -127,162,593.05 -6,098,636.76 207,720,653.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38,050,850.34 -128,355,015.17 -6,716,056.30 129,766,791.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95,100,433.09 35,845,468.64 123,934,051.40 206,232,294.64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公司 2020 年主营产品 TDI 价格呈上升趋势，所以营业收入呈季度递增趋势。 

2、第四季度净利润与其他季度出现明显差异，主要原因是：一、由于公司主营产品价格呈上升趋

势，盈利能力明显上升；二、沧州市运河区政府对沃原分公司尿素装置区征收，产生较大收益。 

3、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明显高于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主要原因一方面主

营产品价格呈上升趋势，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增加，另一方面收到的税费返还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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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9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1,84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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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沧州大化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0 190,467,424 46.25 0 无   国有法

人 

北京磐沣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磐沣嘉利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0 10,624,446 2.58 0 未知   未知 

陈武峰                                                                                                                             5,117,084 5,117,084 1.24 0 未知   未知 

刘丽丽 0 2,959,266 0.72 0 未知   未知 

罗益壮                                                                                                                             1,608,554 1,608,554 0.39 0 未知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0 1,478,260 0.36 0 未知   国有法

人 

杭宝年 1,453,390 1,453,390 0.35 0 未知   未知 

顾力平 1,421,100 1,421,100 0.35 0 未知   未知 

王雪雪 1,194,700 1,194,700 0.29 0 未知   未知 

周建林 0 1,070,956 0.26 0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控股股东沧州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

之间无关联关系，不是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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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326.48 万元，上年同期 210,556.86 万元，同比减少 45,230.38

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93.58 万元，上年同期 4,584.25 万元，同比减少 890.67

万元；基本每股收益 0.0897 元。 

 1、TDI 产品：全年生产 TDI 131,307.87 吨，同比减少 17,542.78 吨，减少 11.79%；销售 TDI  

122,262.5 吨，同比减少 23,917.55 吨，减少 16.36%；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30,280.93 万元，主营业

务成本 125,684.16 万元，毛利 4,596.77 万元。 

 2、离子膜烧碱收入、成本、毛利情况 

 2020 年生产离子膜烧碱 500,734.16 吨，同比减少 6,731.34 吨，减少 1.33%；销售离子膜烧

碱 450,531.56 吨，同比减少 18,584.55 吨，减少 3.96%；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9,425.97 万元，主营

业务成本 16,065.59 万元，毛利 3,36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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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相

关规定，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

予调整。因执行新收入准则，本公司将销售商品相关的预收款项中货款部分调整列示在合同负债，

预收账款中税额部分调整列示在其他流动负债。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为：预收账款调减

58,142,506.66元；合同负债调增 51,461,374.31元；其他流动负债调增 6,681,132.3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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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以控制为基础确定，包括本公司及全部子公司的财务报表。子公

司，是指被本公司控制的企业或主体。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附注“七、合并

范围的变更”和“八、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中所披露。 

 

 

 

 

董事长：谢华生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1年 4月 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