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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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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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年度审计，2019 年度公司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29,040,112.58 元，上年度结转未分配利润 2,229,351,794.11 元，年末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2,161,007,969.64元，其中，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134,994,031.87元。 

充分考虑到收购天能化工有限公司股权现金支付的需要及子公司生产经营资金需要，并结合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经济环境的影响，为进一步提高公司市场风险应对能力，保障公司可持续发

展，董事会提议 2019 年度不进行现金分红，不送红股，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的

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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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天业 600075 *ST新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刚 李新莲 

办公地址 新疆石河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三

东路36号 

新疆石河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三东

路36号 

电话 0993-2623109 0993-2623118 

电子信箱 ygdq@sohu.com xjty_zqb@126.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1  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经营模式及行业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动重大资产重组和国企改革工作，深入调整产业结构，全面贯彻落实

深化改革和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求，进一步促进公司聚焦发展绿色现代化工主业，专注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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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节水，进一步构建循环经济工农业深度融合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 

公司以氯碱化工和农业节水为主业构建绿色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氯碱化工以特种 PVC（含糊

树脂）为最终产品的“自备电力→电石→特种 PVC”一体化联动经营模式，依托“天业”牌和“亚

西”牌双品牌战略，产品应用于建筑材料、农业生产、生活日用品、汽车制造、航空航天、医疗

卫生等多个领域。 

公司积极推广农业节水滴灌技术，加大参与农田水利工程的力度，深入智能化节水领域，所

经营的农业节水器材和管材等塑料节水器材，广泛应用于农业种植、农田水利、给排水等广阔的

市场。 

根据公司各业务所占比重，以及业务重要性程度，对公司氯碱化工、塑料节水器材行业情况

分析如下： 

2.1.1  氯碱化工行业 

公司氯碱化工产品主要涉及特种 PVC（含糊树脂）和烧碱（片碱）。 

报告期内，国际经济形势严峻，受中美贸易战、反倾销、安全环保节能、出口退税率等政策

环境影响，聚氯乙烯市场持续震荡，氯碱企业整体盈利情况有所下跌；国内 PVC 糊树脂行情整体

较好，价格大致呈“阶梯型”上行走势。 

“十三五”期间，在稳步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拉动下，聚氯乙烯、烧碱终端产品市场需求仍将

保持较快增长；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的稳步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在推动行业高质量发

展的目标下，特种树脂、糊树脂应用开发不断深入，国内市场对特种树脂、糊树脂的需求仍具有

较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在汽车、建筑、电子和涂料等方面，对于拓宽特种树脂、糊树脂的消费、

开发大宗专用树脂，促进特种树脂、糊树脂的生产具有积极而现实的意义。 

目前，氯碱行业由高速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聚氯乙烯树脂高端化、多品种及差异化发展

趋势明显，糊树脂已成为 PVC行业中的一个重要产品，特别是在软制品方面的应用有其独特优势，

同时还具有加工工艺简单，生产成本低，企业利润高等优势，因而受到行业内的广泛重视。糊树

脂的下游消费领域主要是人造革和手套，PVC糊树脂依靠其稳定的消费领域，供需关系保持平稳，

产品盈利能力凸显，随着技术的逐步成熟和质量的提高，糊树脂的应用领域不断扩展。近年来全

球 PVC糊树脂工业发展较快，产能与产量呈现快速增长，在亚洲地区增量尤为显著。 

 报告期内，受经济形势、新增产能数量、市场景气程度、“碱氯平衡”制约等因素影响，近

年来烧碱价格的上扬格局发生变化，国内烧碱市场价格同比去年明显下滑，但烧碱行业下游消费

领域与国民生活紧密相关，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烧碱需求情况未发生大的变化。 

2018年至今，聚氯乙烯树脂（PVC）、糊树脂、烧碱（片碱）价格走势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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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卓创资讯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 

公司正在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天能化工股权，在未来增加聚氯乙烯树脂品种的同时，持续

以客户需求为目标，以技术创新为导向，结合行业发展趋势，通过产业链一体化绿色循环经济发

展，上、下游紧密结合，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提升行业技术水平、创新能力、耗能、

安全、环保及竞争能力水平，大力发展专用化产品和新型材料，不断提升电石法聚氯乙烯树脂产

品品质，开拓聚氯乙烯树脂新的应用领域，实现通用树脂差异化、高端化，与现代煤化工、其他

新兴产业有机结合，持续稳定发展，将公司打造成国内规模大、品质好、客户认可度高、市场竞

争力强并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绿色现代化工企业。 

2.1.2  农业节水行业 

水资源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基础性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经济资源。我国水资源分布体现出“总量

多、人均少；南方多、北方少；东部多，西部少；夏秋多，冬春少；山区多，平原少”的“五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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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少”的特点，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供需矛盾突出，农业用水占到 60%以上，大水漫灌现象明

显，全社会节水意识不强、用水粗放、浪费严重的情况依然存在，不仅造成水资源的极大浪费，

且影响经济作物亩产，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制约。 

随着水资源短缺、生态环境等问题的涌现，国家对于节水农业的发展关注度越来越高。国家

相继出台多项节水规划、实施方案，强调要把节水作为一个方向性、战略性的大事来抓，加快完

善一整套、一系列促进农业节水的政策体系。纵观 2019 年高效节水行业政策所处的环境，从节水

政策法规、市场机制、标准体系不断完善，到技术支撑能力，管理机制逐步健全，都在加速优化

行业结构，刺激节水行业加速发展，中国节水行业正在进入到高效、科学的发展阶段。根据财政

部发布的《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中的目标，全国将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1 亿亩，其中管

道输水灌溉面积 4015 万亩，喷灌面积 2074 万亩，微灌面积 3911 万亩。计划到 2020 年，节水

灌溉工程面积达到 7.00 亿亩左右，全国高效节水灌溉面积达到 3.60 亿亩左右，农田灌溉水有效

利用系数达到 0.55。巨大的市场容量及广阔的市场前景将为高效节水行业的发展带来良好的发展

机遇。 

新疆是中国各省市区中发展节水农业较早、规模较大的省区，新疆节水灌溉面积占全国比重

超过 60%，创造了世界上适应性最强、大田应用推广面积最大、价格最低、综合效益最明显等多

项记录。石河子作为大田膜下滴灌技术的发源地，推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成全国节水示范基地，

促进了新疆节水滴灌迅速发展，并大幅提高了新疆乃至全国节水农业水平。 

新疆天业是率先实现滴灌技术创新突破并在中国节水农业产业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企业，首创的大

田膜下滴灌技术可以大面积应用于 40 余种作物种植，根据兵团统计，小麦、玉米、棉花等主要大

田作物平均增产 30%以上、节水 37%以上、节肥 29%以上；在新疆率先实现了产业化推广后，已

在全国 29 个省区市推广，并实现了中国节水灌溉技术首次大规模输出国外，成功走向哈萨克斯坦、

巴基斯坦、蒙古、津巴布韦等中亚、非洲等 17 个国家。公司将继续放眼未来，迎接新的机遇和挑

战，在持续加大节水灌溉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力度，推进节水灌溉技术与农业种植技术结合、

节水灌溉技术与高效水肥一体化技术结合的同时，多管齐下，以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

和南疆发展战略为契机，发挥公司上、下游一体化优势，通过产业链和产品的延伸，不断扩大业

务范围，立足当下努力开创公司发展新局面。 

2.2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资产发生重大变化情况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 “稳固发展现有优势主业，淘汰劣势产业，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战略及国资国企改革要求，注销石河子开发区绿园农产品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对天业蕃茄进

行破产清算，完成精河县鑫石运输有限公司 100%股权公开挂牌转让手续，剥离非主营业务资产，

调整和优化资产结构，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经 2019 年 5 月 30 日召开的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天业蕃茄破产清算议案

及公开挂牌转让精河县鑫石运输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2019 年 8 月管理人全面接管天业番

茄，天业蕃茄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通过新疆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全资子公司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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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运输持有的精河县鑫石运输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于 2019 年 8 月 26 日完成股权过户工商变

更手续。详见 2019 年 6 月 1 日、2019 年 7 月 24 日、2019 年 8 月 27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编号为临 2019-029 号、

临 2019-030 号、临 2019-047 号、临 2019-050 号公告。 

2.3  报告期内核心竞争力分析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控股股东规模及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优势显著、特种树脂绿色发展技术创新优势、

农业节水滴灌技术创新优势持续加强： 

2.3.1控股股东规模及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优势显著 

公司控股股东天业集团在石油和化学工业领域摘取第四届中国工业大奖这一工业领域最高荣

誉后，成功入选2019年中国企业500强、中国石油和化工企业500强、第二届中国石油和化工行业

责任关怀最佳实践单位，自产品出口连续6年位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中欧班列发运111列，

获批“全国智慧物流创新企业、货代百强、国家级外贸转型升级（化工）基地”。 

天业集团技术创新研发实力和成果转化成效显著，构筑起我国第一个“煤-电-电石-聚氯乙烯

-100%电石渣水泥”循环经济产业园区，成功研发出多项循环经济关键支撑技术，解决氯碱化工不

同时期发展的技术难题，成为国内第一批氯碱循环经济试点企业和首家大规模运行干法乙炔配套

电石渣新型干法水泥装置的企业，成为国内产业化配套最完整、产品品种最多的电石乙炔法聚氯

乙烯生产企业。 

用循环经济模式改变了传统氯碱工业同时，建成了世界首套电石炉气深度净化制乙二醇及

1,4-丁二醇项目，乙二醇在国内率先实现长丝、短纤领域100%成功试用，确立了以氯碱化工为基

础、煤化工联产为延伸、与碳一化学相结合的发展格局，成功构建循环经济多元化发展新模式。 

报告期内，天业集团持续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国家工信部绿色制造集成项

目“气固氯化高聚物”核心指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被授予石油和化工行业绿色产品荣誉称事号，

列入《石化绿色工艺名录》；内增韧 PVC树脂技术取得突破，产品得到了用户认可，入围全国全新

创业大赛总决赛；“电石炉自动化智能化提升项目”累计实现 51 套出炉机器人自动化运行，被列

入国家 2019年中央预算投资项目，大幅度降低了劳动强度和提升了安全保障，显现出了安全管理

水平提高、电石生产稳定的效益；国家公开服务平台项目“聚氯乙烯树脂研发平台及专用树脂开

发”、品质提升工程等项目完成建设；乙二醇催化剂、大数据和智能工厂建设、聚氯乙烯上下游一

体化协同发展等项目稳步实施；“高端煤化工新材料智能化管理平台”获得国家支持。同时，天业

集团以“两站三心”为抓手，以解决影响企业安全稳定生产、产量品质提升的核心因素为导向，

全力推动创新与产业发展相融合。天业集团继“氯化聚氯乙烯树脂”列入第一批石化行业团体标

准项目，所属三家公司树脂产品获评全国石油和化工行业“绿色产品”后，电石、聚氯乙烯树脂

连续八年荣获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能效领跑者标杆企业，2019 年完成各类科技项目申报 32

项，奖励 20 项，申请专利 37 荐、授权 29 项，参与及主持标准 7 项，获评“全国科协系统先进单

位”、“聚氯乙烯行业标准化工作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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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提升发展质量，公司依托天业集团的规模及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技术优势，在与天业集团

共同推进循环经济产业发展方面具有较强的竞争实力。 

2.3.2特种树脂绿色发展技术创新优势 

公司坚持加大原创技术研发、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清洁生产先进技术，促进我国电石法

聚氯乙烯行业绿色转型升级。创新在一线，创新在基层。公司全资子公司天伟化工为首家电石法

聚氯乙烯进入乙烯法聚氯乙烯在医疗器具、透明片材等高端市场份额的企业，非常注重创新自己

的专有技术、产品特色，培育自己的发展优势和核心竞争力，从产品质量出发，搞质量创新，从

生产工艺入手，开发新工艺、新技术，提高生产装置的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自动化水平，通过

组建众多QC活动小组，激发员工创造活力和创业热情，近年来，QC活动小组获得行业内多项奖项，

其中《提高SPVC树脂水分内控指标合格率》、《降低净化增压机阀片更换次数》、《提高转冷水箱补

水再利用率》三项课题成果分别中国石油和化工行业质量管理一等奖和两个三等奖，“聚力”QC小

组连续三年荣获“全国优秀质量管理小组”荣誉称号，在全国质量管理小组活动40周年大会上，被

授予全国质量管理小组活动40周年“标杆QC小组”荣誉称号。《降低糊树脂胶乳输送泵的故障频次》、

《提高糊树脂包装线的包装量》成果，分别获得2019年度全国石油和化工行业质量管理小组活动

优秀成果一等奖、二等奖。 

高新技术企业天伟化工共获得授权专利41项，其中发明专利7项，实用新型专利32项，外观设

计专利2项,在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基础上，获评全国石油和化工行业“绿色产品”，以绿色发展为

基础创建“绿色工厂”实践经验获“全国石油和化工行业质量标杆”荣誉, 2019年12月获得知识产

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天伟化工不断提升特种树脂产品品质和品牌效益，打造智能化绿色工厂，

实现向高端化发展夯实基础，推动企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2.3.3农业节水滴灌技术创新优势 

公司控股子公司天业节水以自主研究、开发成本低、性能好、中国农民用得起、用得好的“天

业膜下滴灌系统”为己任，开创了膜下滴灌节水、水稻膜下栽培等多项关键技术，在全国第一家

大面积推广应用农业节水灌溉技术企业，改变了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栽培模式，掀起了中国农业发

展的技术革命。 

天业节水是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中国塑料节水器材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

国家甲级灌溉企业，兵团节水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单位，在2003年通过ISO9001质量体系

认证。公司主持完成了《单翼迷宫式滴灌带》《内镶式滴灌管》《带压力补偿式滴头及滴灌管带》

《灌溉用聚乙烯压力管机械连接管件》《灌溉用聚乙烯（PE）管材》和《给水用低密度聚乙烯管材》

6项国家及行业标准制定，制修订地方标准30余项。 

天业节水作为中国节水灌溉行业的领军企业，坚持以“绿色、高效、为农服务”为使命，以

“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节水农业服务商”为愿景，以“水泽万物，基业天承”为核心价值观，

引领中国节水农业行业，乃至世界节水农业的发展。 

天业节水作为“节水灌溉技术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历年来天业节水主持完成的“西部干旱地

区节水技术及产品开发”、“节水滴灌技术创新工程”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天业膜下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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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节水灌溉工程”项目获得中国工业大奖表彰奖。天业节水被评为“塑料加工行业科技创新型企

业”和“创建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优秀示范点”。2019年，天业节水获评“中国塑料行业突出贡

献单位”，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张响亮名片，成为当之无愧的行业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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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8,068,289,028.67 8,657,301,387.23 -6.80 8,896,518,345.14 

营业收入 4,503,737,804.99 4,827,760,147.52 -6.71 4,977,162,552.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9,040,112.58 493,594,305.60 -94.12 539,018,249.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2,002,821.60 404,793,239.76 -89.62 531,131,768.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4,733,870,188.17 4,796,455,669.43 -1.30 4,339,185,911.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123,453,119.47 476,799,156.24 135.62 1,287,214,347.41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3 0.51 -94.12 0.5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3 0.51 -94.12 0.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0.61 10.83 

减少10.22

个百分点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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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4,174,496.94 1,085,368,221.91 1,207,520,430.84 1,206,674,655.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5,880,275.70 27,346,474.32 1,350,383.73 -25,537,021.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5,438,983.91 26,353,425.24 7,809,712.08 -17,599,299.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5,737,569.91 624,311,049.60 242,297,787.81 312,581,851.97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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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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70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8,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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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 0 408,907,130 42.05 0 无 0 国有法人 

万家共赢－中信银行－万

家共赢安泰 1号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 

0 43,674,176 4.49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海富通基金－民生银行－

五矿信托－民生保腾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0 43,674,176 4.49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金石期货有限公司－中新

建招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3,615,000 32,537,512 3.35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石河子城市建设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0 24,263,511 2.49 0 无 0 国有法人 

石河子国资资本运营有限

公司 
0 21,837,088 2.25 0 无 0 国有法人 

石河子市天富智盛股权投

资有限公司 
10,575,906 10,575,906 1.09 0 无 0 国有法人 

金石期货有限公司－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联创股权投

资有限合伙企业 

0 9,705,372 1.00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陈鹏 2,500,109 2,500,109 0.2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徐于杨 2,090,080 2,090,080 0.2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除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外，未知上述流通股东是否为一致行动

人，也未知上述流通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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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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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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不断上升，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压力加大的复杂局面，公司积

极应对，全面贯彻深化国企改革，坚持供给侧改革的思想，稳中求进，力求创新，按照做优做强

上市公司的发展目标，围绕公司核心主业，大力推动重大资产重组，着力解决各种深层次矛盾和

问题，深入调整产业结构。加强安全环保管理，加大产品市场销售，全力确保公司各项业务平稳

运行。 

2019 年全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50,373.78 万元，较上年同期 482,776.01 万元下降 6.71%；

实现利润总额 5,939.58 万元，较上年同期 55,389.41 万元下降 89.2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2,904.01 万元，较上年同期 49,359.43 万元下降 94.12%。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为：受原煤、焦炭、石灰、

等原材料价格上涨及本期检修导致原料单耗小幅上涨等因素影响，影响公司营业利润下降

19,061.80 万元；片碱平均销售价格 1,992.54 元/吨，比上年同期 2,901.32 元/吨，下幅 908.77 元/

吨，降幅 31.32%，影响公司营业利润下降 11,897.21 万元；由于主要子公司天伟化工生产机组运

行时间较长，报告期生产车间检修天数及检修费用较上期增加，影响公司营业利润下降 4,823.07

万元；2018 年度处置泰安建筑、泰康房产两公司股权，公司确认相关营业利润共计 7,511.34 万元，

报告期同比无该项收益。上述共计影响公司 2019 年度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 43,293.42 万元。 

1、做好生产经营的各项工作 

2019 年度，公司紧密围绕年度工作总目标，以降成本、提质量、抓环保、保安全、促改革为

主线，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主动作为、精准施策，狠抓目标任务细化分解，加大督促检查

力度，严格落实目标责任，并加强生产设备管控，规范生产工艺流程，全力确保生产安全平稳运

行，全年主要产品产销情况如下： 

2019 年度，公司发电 38.35 亿度，较上年同期下降 9.13%；供汽 330.95 万吉焦，较上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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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 60.77%；生产电石 54.46 万吨，较上年同期下降 15.64%；特种树脂 10.30 万吨，较上年同期

下降 1.52%；糊树脂 10.41 万吨，较上年同期增长 5.85%；片碱 13.64 万吨，较上年同期下降 0.05%；

滴灌带 0.63 万吨，较上年同期下降 27.34%；PVC 硬管 3.11 万吨，较上年同期增长 18.58%；编织

袋 0.98 亿条，较上年同期下降 12.73%。 

除自身耗用外，外销电 21.74 亿度，较上年同期增长 4.91%；蒸汽 229.98 万吉焦，较上年同

期下降 14.31%；乙炔气 3.04 万吨，较上年同期下降 28.20%；销售电石 11.18 万吨，较上年同期下

降 26.00%；特种树脂 10.61 万吨，较上年同期下降 1.21%；糊树脂 10.79 万吨，较上年同期增长

10.46%；片碱 13.09 万吨，较上年同期下降 3.72%；滴灌带 0.97 万吨，较上年同期增长 10.12%；

PVC 硬管 3.25 万吨，较上年同期下降 2.26%；编织袋 1.12 亿条，较上年同期增长 0.10%。 

2、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实现公司资产结构调整 

坚持做优做强上市公司为公司长期的发展目标，为进一步增强公司主营业务核心竞争力和整

体盈利能力，2019 年公司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拟以发行股份、可转换债券及支付现金的

方式向天业集团、石河子市锦富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购买其合计持有天能化工有限公司

100%股权，同时，公司拟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债券的方式募集配套资金 22 亿元，用于支

付购买天能化工 100%股权所需支付的部分现金。 

天能化工拥有完整“自备电力→电石→普通 PVC→电石渣制水泥”一体化循环经济产业链，具

备年产 45 万吨普通 PVC、32 万吨离子膜烧碱、205 万吨电石渣制水泥的生产能力。天能化工资产

注入公司后，将大幅提升公司资产规模，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有效提升公司业绩水平，在丰富上

市公司产品品种同时，可与公司原有产业发挥协同效应、规模效应，为公司提供未来的业务增长

点，增强公司主营业务核心竞争力、持续盈利和抵御风险能力，保障公司稳步发展，实现上市公

司全体股东的共赢。 

2020 年 3 月 5 日，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372 号文件《关于核准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

向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对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予以核准准，公司正在办理天能化工股权过户的手续中。股权过户完成后，进

一步提升公司资产质量，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改善公司盈利能力，有效保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3、严格落实安全管理要求，全面提高安全水平 

2019 年，公司高度重视公司安全生产工作，牢记安全是企业生产的生命线，在全公司上下深

入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按照“三全四查五严格，一降两禁三提升”的目标导向，积极推进

劳氏安全体系建设，以国内其他企业发生的典型安全事故作为案例，分析和总结事故经验和教训，

以“零容忍”的举措强化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重点推进天伟化工全面安全一

级标准化建设和化工产业的 SIS 系统应用工作，健全完善安全生产检查和整改工作责任制，构建“风

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加大隐患整改治理力度，坚持督导、检查常态化，全

年公司安全生产平稳，没有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再上新台阶。 

4、继续深入推进国企改革，围绕主业调整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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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公司继续深入推进国企改革，按照“稳固发展现有优势主业,淘汰劣势产业，进一步

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按照“止血止亏、瘦身健体、聚焦主业、防范风险”的改革原则，进一步

调整公司业务结构。 

公司坚持围绕循环经济做优做强氯碱化工核心主业的方向不动摇，继续退出增长乏力和发展

前景不良的行业。报告期内番茄酱全面停产，石河子天业蕃茄制品有限公司已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新疆石河子天达番茄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正在清算过程中，石河子开发区绿园农产品科技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已完成注销登记手续。 

报告期内，公司已对精河县鑫石运输有限公司 100%股权、北京天业绿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玛纳斯澳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8.75%股权在产权交易所预挂牌或正式挂牌，目前精河

县鑫石运输有限公司已完成对外转让。 

5、与天业集团合作，推进乙二醇项目的建设。 

目前,与天业集团合作 100 万吨/年合成气制低碳醇一期工程 60 万吨/年乙二醇项目设计工作、

设备订货、土建施工已完成，安装工作已接近尾声，核心装置及工段进入单机调试，辅助装置实

现联调联试。项目建设资金投入按计划正常进行，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2020 年一季度项目

试车进度较计划推迟，截止目前已全面复工，争取尽早投产试运行。 

2  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通过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扩展和优化聚氯乙烯产品结构，逐步形成“煤→电→电石→聚

氯乙烯树脂及副产品→电石渣及其他废弃物制水泥”一体化绿色环保型循环经济产业链，继续推

进节水持续剥离非主业资产，坚定围绕核心主业发展壮大的决心，与天业集团协同发展，共同推

进公司的产业结构调整。抢抓“一带一路”发展的有利时机，充分发挥区位优势，依托天业集团

产业优势、技术优势、化工工业园区优势，做好以化工为主线，产品多元化的发展格局。 

继续推进农业节水板块业务结构调整，加快新型农业节水技术研发，做大农田水利工程业务，

转变产品销售模式和技术服务模式，实现 H 股上市公司天业节水基本面的持续改善，为公司农业

节水板块后续大发展奠定基础。 

继续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通过完善公司用人机制和薪酬、激励政策，提高公司的管理水

平。发挥公司资本平台优势，推进产业发展与资本的有效结合，坚决将公司做优、做强、做大，

更好地给予投资者回报。 

3  经营计划 

2020年，公司坚定不移的发展核心化工主业，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持续剥离非主营业务，在

做好存量的基础上，依托天业集团化工产业园，通过双方在氯碱化工和煤化工方面优势互补，以

化工为主线不变，紧跟产业发展新政策，实现产业链上产品多元化。进一步转变农业节水行业产

品销售模式和技术服务模式，努力改善天业节水的基本面，提高公司竞争实力。 

在推进收购天能化工股权，继续剥离非主营业务资产的情况下，并充分考虑市场环境，2020

年全年生产经营目标为：实现营业收入较2019年45.04亿元增长50%，单位营业收入的综合费用支

出与2019年基本持平，营业利润稳中有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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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该目标，公司将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强化安全，提升环保，坚决筑牢企业发展基石和防线。严守化工行业安全和环保的生命线，

践行安全环保发展新理念，以最坚决的态度推进安全环保管理，以最严格的要求强化安全环保责

任，以最有效的措施营造安全环保氛围，运用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信息化手段，提升企业安全

环保管理能力和水平，坚决筑牢企业发展基石和防线，持续精准发力，不断增强发展的平衡性、

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2、两化融合，技术带动，全面提高智能制造应用水平。公司将全力推动互联网、大数据、智

能制造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强网络安全管控，做好信息化科普，在经营管理、智能化升级、

安全环保、现代供应链等方面加快信息化成果的应用。利用先进信息化技术，加快以ERP项目应用

基础平台建设及项目建设，促进高智能制造技术运用，提升管理效率，打造智慧企业。 

3、强基固本，全力保障原料供应。充分挖掘新疆资源优势，建立稳定的上游资源供应体系，

以降低全产业链成本为导向，全系统加强产业协同、资源协同，实现原料就地就近供应，力保全

产业链满负荷稳定运行。 

4、全面深化国企改革，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持续剥离非主业资产和亏损资产，继续推进该

清的清，该退的退，坚决打好改革攻坚战，让公司更加聚焦主业，全面提升盈利能力。  

5、推进农业节水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着力培育新的产品销售和技术服务模式，积极寻找

利润增长点，提高天业节水经营业务的毛利率。 

6、与天业集团协同发展的进程中，促进自身发展。公司在与控股股东天业集团共同推进60

万吨煤制乙二醇项目建设基础上，依托天业集团化工产业园区优势，推动氯碱配套产业、煤气化

产品多元化项目协同发展的新格局。 

7、构建以资本运作支持产业经营、以产业经营推动资本运作的双轮驱动运营模式，结合上市

公司平台优势、产业优势、供应链优势，加快推进产业与资本结合发展，提升公司持续发展能力。 

4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5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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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19年 2 月 28日召开七届八次董事会及七届六次监事会，于 2019年 8月 28日召开

七届十一次董事会及七届十次监事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执行新会计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

策的议案》，详见 2019年 3月 1日、2019年 8月 30日 披露的临 2019-007、临 2019-053关于执

行新会计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公告。公司执行新会计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原因及影响

说明如下： 

1、公司根据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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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和企业会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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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的要求编制 2019 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8 年度财务报表受重

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779,813,261.03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237,865,806.93 

应收款项融资 541,947,454.1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755,036,429.63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755,036,429.63 

管理费用 190,325,288.04 管理费用  190,277,011.75   

研发费用 109,635,719.02 研发费用 109,683,995.31   

2、公司自 2019年 1 月 1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以下简称新

租赁准则）。 

1）对于 2019年 1月 1日前已存在的合同，公司未对其评估是否为租赁或者包含租赁。 

2） 公司作为承租人，根据新租赁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

行新租赁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执行新租赁准则对公司 2019年 1月 1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  目 
资产负债表 

2018年 12月 31日 新租赁准则调整影响 2019年 1月 1日 

固定资产 5,312,416,532.39 -630,679,268.00 4,681,737,264.39   

使用权资产  630,679,268.00  630,679,268.00 

长期应付款 201,112,652.79 -201,112,652.79  

租赁负债  201,112,652.79 201,112,652.79 

3）公司对 2019年 1月 1 日之前租赁资产属于低价值资产的经营租赁，采用简化处理，未确

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未对该租赁按照追溯调整法处理。 

4）公司未对公司作为出租人的租赁按照追溯调整法处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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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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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不存在导致对报告期末起 12个月内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