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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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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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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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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双环 股票代码 00070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雷  

办公地址 湖北省应城市东马坊团结大道 26 号  

传真 0712-3614099  

电话 0712-3580899  

电子信箱 sh000707@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为： 

（1）化工业务：公司本部运用联碱法生产纯碱和氯化铵等化工产品。联碱法是将氨碱法和合成氨法两种

工艺联合起来，同时生产纯碱和氯化铵两种产品的方法，主要原料是煤和盐。公司现有纯碱产能110万吨/年，

氯化铵是联碱法制造纯碱时的副产品，每生产1吨纯碱同时产生1吨氯化铵，公司氯化铵产能与纯碱产能基本同

步。公司自备真空制盐装置，产能120万吨/年。纯碱在国民经济中具有广泛的应用，下游重要用户有玻璃制造、

洗涤剂合成、冶金、造纸、食品制造等行业；氯化铵是氮肥的一种，在工业领域也可用于电池、电镀等领域。 

（2）房地产业务：公司房地产板块涉及商品房开发业务，下属子公司湖北宜化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宜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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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湖北宜化猇亭置业有限公司分别开发“宜化山语城项目”、“宜化新天地项目”、“猇

亭绿洲新城项目”等项目。报告期内，为增强公司资金实力、聚焦做强化工主业，公司将间接持有的新疆佳盛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60%股权全部对外转让。 

（3）贸易业务：子公司武汉宜富华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等公司主要从事贸易业务。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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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2,304,589,569.80 3,769,945,573.89 -38.87% 4,281,607,523.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261,281.78 135,744,827.16 -91.70% -746,258,426.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6,903,629.76 -997,449,144.96 94.30% -786,135,156.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6,800,625.75 495,268,295.45 -70.36% -371,608,952.0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43 0.2925 -91.69% -1.607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43 0.2925 -91.69% -1.60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98% 30.55% -24.57% -144.45%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7 年末 

总资产 3,636,082,745.15 4,329,700,191.69 -16.02% 9,636,976,895.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0,361,934.13 186,355,850.85 2.15% 376,445,322.7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17,041,322.47 606,785,984.36 488,134,239.85 592,628,023.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61,250.14 -2,285,940.67 -20,520,039.77 25,606,012.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66,376.11 -7,332,370.23 -57,414,622.00 3,776,986.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208,087.25 34,888,697.45 -3,675,381.30 82,379,222.35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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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35,765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4,208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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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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双环化

工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5.11% 
116,563,2

10 
 质押 57,000,000 

黄腾宇 
境内自然

人 
1.59% 7,391,799    

吴爱民 
境内自然

人 
0.90% 4,191,880    

张寿清 
境内自然

人 
0.80% 3,696,202    

李虹 
境内自然

人 
0.72% 3,320,000    

赵章财 
境内自然

人 
0.70% 3,263,700    

高敏江 
境内自然

人 
0.56% 2,580,000    

陈于文 
境内自然

人 
0.54% 2,520,407    

谢燕生 
境内自然

人 
0.50% 2,342,969    

吴兰兰 
境内自然

人 
0.47% 2,181,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湖北双环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上述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尚不清楚。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股东吴爱民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726780 股。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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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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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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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3.05 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 38.87%；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0.11

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91.7%；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合并总资产 36.36 亿元，较期初减少 16.02%；合并资产负债

率 94.9%，较期初下降 1.05%；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 1.9 亿元，较期初上升 2.15%。报告期内，公司

实现盈利，但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亏损。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比 2018 年度明显下降，主要是因为对外转让了

重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导致 2019 年度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减少所致；公司净利润下降，主要是

2019 年度获得非经常性损益比 2018 年度大幅下降 10.65 亿元所致。报告期内，公司化工板块营业收入 21.36 亿

元；房地产板块营业收入 1.69 亿元。 

    在化工板块方面，通过加强管理力量、技术攻关，公司 2019 年度化工生产稳定性、主要产品产量比 2018 年

度显著提高，产能利用率达到 90%左右，但由于化工生产的核心装置壳牌炉没有备用设备、一旦其运行周期波

动依然可能影响化工生产稳定性。当前公司还存在部分能耗较高的生产装置影响了化工产品生产成本，公司化

工产品价格比 2018 年度下降，公司资产负债率较高，前述原因导致公司化工业务 2019 年度依然亏损。 

  

    在贸易板块，2019 年度贸易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公司继续执行“剥离辅业聚焦主业”的战略，在报告期

内转让了从事贸易业务的参股公司北京宜化贸易有限公司，一方面回笼了资金一方面避免该公司后期可能带来

的亏损，还注销了从事辅业的北京红双环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公司从事贸易业务的只有子公司武汉宜富华石油

化工有限公司，其外部业务基本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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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房地产板块实现盈利。报告期内公司处置了新疆佳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回笼了资

金、获得一定投资收益。2019 年 12 月 10 日至 12 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加大城市困难群

众住房保障工作，加强城市更新和存量住房改造提升，做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大力发展租赁住房。要坚持房

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全面落实因城施策，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长效管理调控机制，促进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预示着 2020 年我国房地产市场依然以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为调控目标。双环科

技房地产板块所在楼盘都在湖北宜昌市，我公司各楼盘目前均已进入清盘阶段，住宅基本售罄，只剩少量商铺

和部分车位待售，楼市变化对我公司影响不大。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联碱及其他化

工产品 

2,135,433,771.

20 

-129,769,951.3

9 
15.36% -37.99% -136.73% 17.37% 

商品房销售收

入 
169,155,798.60 125,572,807.53 64.80% -40.08% 154.98% 72.7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比2018年度明显下降，主要是因为对外转让了重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导

致2019年度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减少所致；公司净利润下降，主要是2019年度获得非经常性损益比2018年度

大幅下降10.65亿元所致。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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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变更及依据 

（1）财政部于 2017 年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

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

金融工具列报》（上述四项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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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金融工具准则将金融资产划分为三个类别：（1）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2）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3）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在新金融工具

准则下，金融资产的分类是基于本公司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及该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而确定。新金融

工具准则取消了原金融工具准则中规定的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三个类别。新

金融工具准则以“预期信用损失”模型替代了原金融工具准则中的“已发生损失”模型。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

本公司具体会计政策见附注三、（九）（十）。 

（2）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以下简称“财务报表格式”），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的要求编制财务

报表。 

（3）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 9 日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修订后

的准则自 2019 年 6 月 10 日起施行，对于 2019 年 1 月 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进行追溯调整，

对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要求根据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4）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 16 日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修订后的准则

自 2019 年 6 月 17 日起施行，对于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进行追溯调整，对于 2019年

1 月 1 日至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要求根据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本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上述修订后的准则和财务报表格式，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2.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1）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影响 

合并报表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影响金额 2019年1月1日 

资产：       

应收账款 52,837,416.89 6,489,023.30 46,348,393.59 

其他应收款 191,207,997.51 1,744,453.41 189,463,544.1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6,156,786.08 -56,156,786.08  

  其他权益资产投资  56,156,786.08 56,156,786.08 

  递延所得税资产 17,051,425.14 772,288.80 17,823,713.94 

股东权益：    

 未分配利润 -1,218,608,944.73 -7,392,273.43 -1,226,001,218.16 

少数股权损益 -10,727,390.61 -68,914.48 -10,796,305.09 

 

母公司报表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影响金额 2019年1月1日 

资产：       

应收账款 42,488,321.23 1,757,057.19 40,731,264.04  

其他应收款 111,111,161.43  -770,878.84 111,882,040.27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6,156,786.08 -56,156,786.08  

  其他权益资产投资  56,156,786.08 56,156,786.08 

  递延所得税资产 13,245,783.69 147,926.75 13,393,710.44 

股东权益：  -  

  未分配利润 -952,116,565.68 -838,251.60 -952,954,817.28 

本公司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对金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含减值）进行追溯调整，将金融工具原账

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即 2019 年 1 月 1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 2019 年年初留存收益。 

（2）执行修订后财务报表格式的影响 

根据财务报表格式的要求，除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产生的列报变化以外，本公司将 “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拆分列示为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两个项目，将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拆分列示为“应付票

据”和“应付账款”两个项目。本公司相应追溯调整了比较期间报表，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合并及公司净利润和

股东权益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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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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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本期出售子公司股权情况 

1.存在单次处置对子公司投资即丧失控制权的情形（单位：万元） 

子公司

名称 

股权处置

价款 

股权

处置

比例

（%） 

股权

处置

方式 

丧失

控制

权的

时点 

丧失

控制

权时

点的

确定

依据 

处置价款与处置

投资对应的合并

财务报表层面享

有该子公司净资

产份额的差额 

丧失控

制权之

日剩余

股权的

比例 

丧失控

制权之

日剩余

股权的

账面价

值 

丧失控

制权之

日剩余

股权的

公允价

值 

按照公允

价值重新

计量剩余

股权产生

的利得或

损失 

丧失控制权

之日剩余股

权公允价值

的确定方法

及主要假设 

与原子公司

股权投资相

关的其他综

合收益转入

投资益的金

额 

新疆佳

盛房地

产开发

有限公

司 

5,004.27 60 转让 2019

年9月

30日 

股权

交割

日 

3,613.04       

 

二、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其他原因 

2019 年 12 月，公司子公司北京红双环科技有限公司已办理完毕税务工商注销手续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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