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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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

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袁菊兴 因工作调整 陈胜前 

 

4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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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9 年度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为

-536,153,301.12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259,846,634.84 元，2019 年可供分配利

润-795,999,935.96 元。  

未达到《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条件，公司本年度拟不分配利润，不进行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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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国化工 600470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邢金俄 刘磊、周英 

办公地址 安徽省铜陵市铜港路 安徽省铜陵市铜港路 

电话 0562-3801675 0562-3801675 

电子信箱 tlxxe@163.com Zhouy207@sohu.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未发生变化，主营业务为化肥(含氮肥、磷肥、钾肥)、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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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含复合肥料、复混肥料、有机肥料及微生物肥料）、化学制品（含精制磷酸、磷

酸盐）、化学原料的生产加工和销售。公司是华东地区规模相对较大的磷复肥和磷化

工一体化专业制造企业。公司“六国”品牌为磷复肥行业主流品牌，在国内市场具有

较大影响力。 

（2）经营模式  

公司充分利用水运、铁运等便捷物流优势，安徽、湖北的硫酸、磷矿资源优势, 以

及华东地区发达先进的工业体系和区域经济优势，利用生产要素的优化集合，在供应

端牢固管控成本、在销售端优化市场和产品结构，完善网络建设和终端管理，提升品

牌溢价，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稳定的盈利模式；通过持续研发创新新产品，构建可持续

的强大内生增长模式；通过循环经济和一体化，实现环境友好和绿色发展。  

生产模式：公司系流程式、规模化大型化肥生产企业，公司生产通过保持连续稳

定长周期运行以有效降低运营成本、实现环保、安全的高度可控。 

采购模式：公司主要原料为煤、磷矿、硫酸，实行定期订货法采购模式，即每月

根据原料需求量建立库存检查机制，达到订购点时实施采购作业。 

销售模式：公司产品销售模式主要有买断销售、驻点销售等，随着农村土地流转

形成的规模化经营以及互联网的发展，近年来公司加大了终端网点、大户直销、终端

直销，提高服务市场意识。 

（3）行业情况       

化肥行业与农业息息相关，随着人们对农产品品质需求的提高，对环境资源问题

的日益重视，传统的要素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加速，化肥行

业的转型升级也势在必行。着力化解过剩产能、大力调整产品结构、提升化肥复合化

率和施肥效率，加快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着力推进绿色发展、积极推进两化深度融合、

加强农化服务、借力“一带一路”战略拓展国际市场，是化肥行业未来转型升级的方

向。 

2019 年，全国化肥总产量（折纯）5624.9 万吨，同比增长 3.6%；化肥表观消费

量（折纯）5103.9 万吨，同比增长 3.6%；总产量与表观消费在连续 3 年下降后小幅

回升。 

整体而言，2019 年，国内化肥市场供需保持基本稳定，消费小幅回升；出口增速

前高后低，产能过剩矛盾依然凸显，国内市场压力持续增大，成本高位运行，价格震

荡走低，企业效益继续下行。根据市场和价格走势判断，2020年化肥表观消费量与上

年持平或略有下降，价格相对低位，但波动不大。（数据来源：中国石油和化工工业

联合会《2019年中国石油和化工行业经济运行报告》） 

（4）国家化肥淡季储备政策对公司的影响 

我公司 2019年承担国家化肥淡储任务 5 万吨，所占比例约为公司销售总量的 3%，

国家化肥淡储政策的变化对公司总体经营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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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6,641,250.49 5,765,438,140.20 -19.75 5,508,447,933.18 

营业收入 4,353,688,120.21 4,165,297,625.79 4.52 4,765,555,819.58 



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2,016,273.76 -603,975,758.70   75,602,724.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8,395,780.65 -546,841,394.25   52,075,402.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75,906,881.21 1,436,118,131.10 -18.12 2,072,964,786.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5,099,368.12 63,511,592.60 396.13 162,610,501.1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0 -1.16   0.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08 -34.36 增加14.28个百分点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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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1,737,375.01 1,344,183,830.20 1,068,397,124.09 1,149,369,790.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077,912.55 98,529,953.55 -31,418,882.73 -275,049,432.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61,214,496.95 47,000,043.33 -33,736,299.03 -360,445,028.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128,842.74 26,511,084.4 189,164,998.29 41,294,44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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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1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5,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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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陵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0 132,971,744 25.49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戴文 -102,700 17,399,099 3.34 0 未知   未知 

陈书伟 23,900 7,165,600 1.37 0 未知   未知 

林云方 5,530,000 6,860,000 1.32 0 未知   未知 

陈武峰 5,469,900 6,707,800 1.29 0 未知   未知 

辛艳敏 4,587,900 6,510,100 1.25 0 未知   未知 

中航鑫港担保有限公司 0 5,481,251 1.05 0 未知   未知 

万艳红 2,100,000 2,100,000 0.40 0 未知   未知 

尚子禄 2,061,400 2,061,400 0.40 0 未知   未知 

李满意 229,000 1,756,800 0.34 0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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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持有 5%以上的股东铜陵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 9大股东无关

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公司不知道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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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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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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435,368.81 万元，同比上升 4.52%；实现净利润

-25,733.44万元，同比增加 26,857.17万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26,201.63

万元，同比增加 34,195.95 万元；实现每股收益-0.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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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2019 年 4月 30 日，财政部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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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对已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

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应按如下规定编制财务报表： 

资产负债表中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增加“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等；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拆分为“应

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利润表中在投资收益项目下增加“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的明细项目。 

2019 年 9月 19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

的通知》（财会【2019】16号），与财会【2019】6号配套执行。 

本公司根据财会【2019】6号、财会【2019】16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比较

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 

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93,609,280.79  66,983,000.28  

应收票据  19,384,031.54  14,391,615.76 

应收账款  74,225,249.25  52,591,384.52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078,205,765.58  318,331,078.76  



7 
 

应付票据  389,318,600.00  70,000,000.00 

应付账款  688,887,165.58  248,331,078.76 

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

和计量（2017 年修订）》（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

移（2017 年修订）》（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2017

年修订）》（财会【2017】9号），于 2017年 5月 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

金融工具列报（2017 年修订）》（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

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本公司于

2019年 1月 1日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对会计政策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详见附

注三、10。 

于 2019年 1月 1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

本公司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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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1 日的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同时，本公

司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 

2019 年 5 月 9 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

会【2019】8 号），根据要求，本公司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

性资产交换，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不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于 2019年 6月 10日起执行本准则。 

2019 年 5月 16 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

9 号），根据要求，本公司对 2019 年 1 月 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根据本

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

于 2019 年 6月 17日起执行本准则。 

(2)会计估计变更 

本公司本期未发生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3)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月 1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应收票据 19,384,031.54 不适用 -19,384,031.54 

应收款项融资 不适用 19,384,031.54 19,384,031.54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0,900,000.00 不适用 -30,9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不适用 30,900,000.00 30,900,000.00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 月 1 日 调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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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 月 1 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应收票据 14,391,615.76  -14,391,615.76 

应收款项融资 不适用 14,391,615.76 14,391,615.76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0,900,000.00 不适用 -30,9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不适用 30,900,000.00 30,900,000.00 

(4)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追溯调整前期比较数据的说明 

①于 2019 年 1 月 1 日，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前后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对比表 

A．合并财务报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原金融工具准则） 2019 年 1 月 1 日（新金融工具准则）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19,384,031.54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 

19,384,031.54 

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以成本计量
（权益工具） 

30,9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 

30,900,000.00 

B．母公司财务报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原金融工具准则） 2019 年 1 月 1 日（新金融工具准则）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14,391,615.76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 

14,391,615.76 

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以成本计量
（权益工具） 

30,9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 

30,900,000.00 

②于 2019 年 1 月 1 日，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将原金融资产账面价值调整为新金融

工具准则账面价值的调节表 

A．合并财务报表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账面价值
（按原金融工
具准则）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 年 1 月 1 日的账
面价值（按新金融工

具准则） 

一、新金融工具准则下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按原金融工具准则
列示金额） 

19,384,031.54    

减：转出至应收款项融资  19,384,031.54   

重新计量：预期信用损失     

应收票据（按新融工具准则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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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账面价值
（按原金融工
具准则）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 年 1 月 1 日的账
面价值（按新金融工

具准则） 

示金额） 

二、新金融工具准则下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按原金
融工具准则列示金额） 

    

加：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转入  30,900,000.00   

加：公允价值重新计量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按新融工
具准则列示金额） 

   30,900,000.00 

B．母公司财务报表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的账面价值（按原
金融工具准则）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年 1月 1日的
账面价值（按新金
融工具准则） 

一、新金融工具准则下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按原金融工具准则
列示金额） 

14,391,615.76    

减：转出至应收款项融资  14,391,615.76   

重新计量：预期信用损失     

应收票据（按新融工具准则列
示金额） 

    

二、新金融工具准则下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按原金
融工具准则列示金额） 

    

加：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转入  30,900,000.00   

加：公允价值重新计量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按新融工
具准则列示金额） 

   30,9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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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公司本期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序 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持股比例% 

直 接 间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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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湖北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六国  51.00  

2 安徽中元化肥股份有限公司 中元化肥 60.00  

3 铜陵国星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国星化工 70.00  

4 铜陵鑫克精细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鑫克化工 60.00  

5 安徽省颍上鑫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鑫泰化工 55.00  

6 安徽国泰化工有限公司 国泰化工 100.00  

7 吉林六国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六国 100.00  

8 铜陵嘉合科技有限公司 嘉合科技 100.00  

上述子公司具体情况详见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2)本公司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 

本报告期内减少子公司： 

序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报告期间 未纳入合并范围原因 

1 江西六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六国 2019 年度 
法院裁定破产，被破产

管理人接管 

 

 

公司名称 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胜前 

日期 2020 年 4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