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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46                            证券简称：北化股份                           公告编号：2020-080 

北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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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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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丹璐 独立董事 出差 胡获 

张永利 独立董事 出差 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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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化股份 股票代码 00224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商红 陈艳艳 

办公地址 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高坝 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高坝 

电话 0830-2796927 0830-2796924 

电子信箱 dcysh@163.com snc2002@163.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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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90,111,958.27 1,116,236,471.21 -11.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1,605,589.67 73,233,730.30 -56.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4,903,498.06 47,972,106.16 -6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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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040,624.52 21,596,146.70 -48.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13 -53.8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13 -53.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5% 2.99% -1.7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3,994,878,945.91 3,920,053,122.39 1.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516,406,764.47 2,513,047,531.27 0.1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0,11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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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新华防护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8.06% 99,138,233 99,138,233 — — 

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6.28% 89,367,084 — — — 

中国北方化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24% 39,770,520 — — —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60% 36,210,025 — — — 

泸州北方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59% 30,674,288 — — — 

西安北方惠安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49% 30,162,838 — — —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95% 5,214,200 — —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四川

国企改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5% 3,017,400 — — — 

刘海勇 境内自然人 0.29% 1,589,100 — — —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28% 1,563,555 —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新华防护、泸州北方、西安惠安系北化研究

院集团全资子公司，中兵投资、北化研究院集团系中国兵

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上述 5 名股东同受中国

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控制；其余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报告期末，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未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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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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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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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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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2020年上半年，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

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经济发展呈现稳定转好态势，在疫

情防控和经济恢复上走在世界前列。下半年，我国经济发展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

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深化改革开放，扩大内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稳增长和防

风险长期均衡。 

在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下，公司仍面临安全、环保的严峻形势，下游行业市场逐步转移，市场

竞争加剧。公司围绕年度经营目标，沉着应对疫情、市场等诸多风险与挑战的复杂局面，安全、环保专项

工作成效明显，质量提升工程稳步推进，生产经营态势运行平稳。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90,111,958.27元，同比减少11.3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605,589.67元，同比减少56.84%；实现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11,040,624.52元，同比减少48.88%；基本每

股收益0.06元，每股同比减少0.07元。 

（1）业务板块运行情况 

纤维素及其衍生物产业：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一季度硝化棉产品国内外市场需求下降，订单同比

减少，经营利润下滑。国内外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公司充分利用停工期间及复工复产时机，提前筹划生产

排产及销售环节，全力保障原材料供应，全力疏通产品运输渠道，争抢订单，特别是二季度以来，市场逐

步恢复，产品销售结构转优，盈利水平回升，经营指标逐步改善。 

环保器材及核生化防护装备制造产业：面对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新华化工全力保障防护口罩等防疫

物资生产，全力支持国家疫情防控。新华公司聚焦主责主业、强化科技引领，以“服务保障、市场开拓、

重点项目建设”为工作主线，围绕“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深化精益管理、制造自动化、管理数字化”等重点任

务，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坚持科技引领、创新驱动，生产经营运行总体平稳。 

特种工业泵系列产品环保装备制造产业：湖北地处新冠肺炎疫情中心，泵业公司因疫情影响，停工停

产近2个月。复工复产后，因疫情防控需要，人员出行、物流运输、出口交货等影响仍然持续。泵业公司

精准施策，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抓紧生产，上半年产值、订单均达到预算的40%，整体经营形势恢复

良好。 

（2）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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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落实疫情防控政策，做好疫情常态化管理 

一是公司将职工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把疫情防控作为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围绕“抗疫情、

稳经济、谋发展”思想，扎实有效推进疫情期间复工复产、防疫物资保障、防疫措施宣传等工作，制订应

急预案及防控方案，采取办公、会议、生产、个人防护等多维度疫情防控措施，切实做好疫情常态化管控。

二是努力克服疫情影响，全力以赴复产复工，泸州基地含能棉生产线于2月2日率先复产，硝化棉产品其他

生产线自2月10日起陆续复工复产；销售人员自2月10日奔赴全国各地的市场一线；新华公司全力保障防疫

物资需求，服务全国疫情防控大局，为上市公司树立了良好形象。泵业公司处于疫情重点防控区域，自3

月12日复产，属于湖北第一批复产企业。三是公司积极做好疫情减税降费工作。 

②坚守强军首责、保军使命，保障专项供货交付 

公司坚守强军首责、保军使命，全力保障专项订货。一是面对疫情影响，公司及时制订保障方案，

克服安全环保压力，加强生产风险管理，集中排产、分类实施、产能有效释放；二是强化过程质量管控，

积极推动质量提升工程，狠抓工艺、批次管理、过程监控及检验等关键环节，确保产品质量。   

③安全环保专项工作实效明显 

一是强化变更管理，进一步规范变更流程，开展相关培训，确保变更过程的有效性、可操作性；二

是整理事故案例汇编，组织员工进行警示学习；三是组织员工进行安全知识培训和闭卷考试；四是编制岗

位责任清单，组织开展全员安全岗位责任清单自查；五是梳理、修订工艺技术文件；六是明确设备排查责

任人及排查要求，制订相关措施；七是排查整治污染源、风险源、产污点、污染防治设施；八是评估、完

善环境风险并落实到位；九是开展环保巡查、自查；十是顺利推进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工作，污染治理建设

项目全面启动。 

④强化市场运作，行业地位稳定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经济形势严峻，公司强化市场运作，行业地位稳定。纤维素及其衍生物产业

努力克服因疫情上下游开工不足影响，国内市场采取灵活营销策略，系统研判、综合部署，抢先恢复市场

正常供应，抢占市场先机；统筹布局外贸市场，主动服务客户，联系地方政府，抓好外贸市场和出口创汇，

将疫情对外贸市场的影响降至最低。环保器材及核生化防护装备制造产业市场运作能力持续提升。运用价

格杠杆策划人防滤器、催化剂市场，上半年，人防滤器销量和收入实现 “双增长”，加大活性炭产品投标力

度，参与招投标17次，中标5次。特种工业泵系列产品环保装备制造产业大力推进转型升级战略，加强“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关项目跟踪，力推拳头产品，逐一落实细化市场策略，克服疫情逆势而为，保持了细

分市场领域领先地位，实现外贸订单同比增长。 

⑤加强科研技术管理，推进新技术产业化应用 

公司加强科研技术管理，推进新技术产业化应用，有力支撑市场转型。纤维素及其衍生物产业强化

操作规程管理，以硝化驱酸岗位操作规程为示范点，全面推广操作规程编制。低粘度硝化棉驱水包装升级

改造项目、西安基地废水总氮治理项目等重点项目有序推进。环保器材及核生化防护装备制造产业负责集

团FH产品研究体系，确定“1+7+N”体系架构与职责，明确工作方向和重点。推进滤毒与净化材料研发、应

用和产业化研究，已确定“防消一体化吸附材料”等项目的核心关键技术。特种工业泵系列产品环保装备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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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产业修订《科技项目管理办法》及《科技成果奖励实施办法》，改进科研项目管理方式和激励机制；新

产品研发立项10个，开发氧化铝用渣浆泵10个型号，LC-B化工渣浆泵3个型号、船舶脱硫用泵4个型号。 

⑥以问题为导向，推动精益管理持续改善 

公司以落实精益管理相关要求为重点，持续开展改善课题工作。一是制定年度精益管理工作计划，

确定重点工作目标和进度要求，解读《精益管理实施与评价规范》，做好分工、推进达级评价落地。二是

持续开展精益改善课题，形成改善课题76项。三是狠抓现场基础管理工作，以纤维素及其衍生物产业泸州

基地驱水工序1号工房为现场基础管理示范班组，组织修订5S及目视化管理手册，提升现场基础管理。四

是大力推进降本增效措施，纤维素及其衍生物产业在保供基础上，利用国家政策，采取“高价位低库存、

低价位高库存”的采购策略，实现主要原材料采购成本同比降低。环保器材及核生化防护装备制造产业针

对两类管理事项，17项重点考核内容，明确责任主体，确保工作落到实处。特种工业泵系列产品环保装备

制造产业实现精益节创、盘活存量资产。五是持续深化管理改善。 

⑦推进规范运作，有效防范风险 

公司持续推进上市公司规范治理，不断强化依法、合规意识，实行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

理层“科学分工、有效制衡”，有效提升上市公司治理能力和水平，有效维护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的良好形

象。报告期内无失密、泄密事件，无媒体披露不良事件，信息披露考核评级B级，未被证券交易所和证监

部门处罚。公司进一步加强内控体系建设，开展制度“废、改、立”，重塑制度建设管理运行机制和工作规

范。上半年新订制度80项，修订制度49项，废止制度17项。   

（3）行业政策影响及海外业务开展情况 

①海外业务开展情况：报告期内，纤维素及其衍生物产业：受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影响，上下游开工

不足，越南、美国及土耳其等市场减幅较大。公司硝化棉系列产品统筹布局外贸市场，主动服务客户，联

系地方政府，重点抓好外贸市场和出口创汇。环保器材及核生化防护装备制造产业：新华化工生产的“新

华牌”活性炭占据中国活性炭出口市场很大市场份额，主要覆盖亚太、欧洲等市场，截止2020年6月，累计

实现出口活性炭1458吨，收入1201万元。特种工业泵系列产品环保装备制造产业：通过近几年市场培育和

储备，泵产品已在海外34个国家的脱硫、矿山冶金等市场中有一定的影响力。上半年外贸市场的拓展是转

型升级的重要方向，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关项目跟踪，实现外贸订单同比增长。 

②行业政策影响：报告期内，纤维素及其衍生物产业：一是安全监管方面，新《安全生产法》实施

以来，国家监管部门逐步健全配套行业法规，规范监管执法，加大对危化品产、运、储、销等环节的执法

力度，由“仓储备案制度”变更为“经营许可证制度”，不断提高对安全生产管理要求，公司安全投入将增加。

二是环保监控方面，国家监管部门加大环保治理，排放标准不断提高，公司积极推进节能减排，现有废水

处理能力匹配，各类环保设施运行平稳，污染物均实现达标排放。三是中美贸易争端影响。公司外贸业务

主要集中在“一路一带”沿途的国家，如巴基斯坦、印度、阿联酋等国家，与美国直接贸易较少。中美贸易

争端第二批次加征关税名单，其中初级形态硝化棉（包括火胶棉）海关税则号39122000被列入其中。第二

批名单被加征相应关税，直接影响硝化棉系列产品在美国的销售。环保器材及核生化防护装备制造产业：

国家加大环保治理，环保排放标准不断提高，新华化工活性炭生产面临压力，新华化工推进活性炭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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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技术升级改造，优化工艺路线，炭化炉、活化炉密封性得到提高，粉尘实现零排放，各类烟气污染物

排放均达标；特种工业泵系列产品环保装备制造产业：受泵行业相关的《装备制造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实施

细则》政策影响，行业逐步向“专、精、特”方向发展，加之国内鼓励国产化新品的政策利好，预计国内研

制的高端泵市场需求大，如节能环保泵等。公司泵产品属于环保特种工业泵，符合国家环保政策导向，未

来发展空间较大。 

(4)2020年下半年重点工作 

公司紧紧围绕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工作主线，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各项工作，确保各项指标

任务圆满完成。一是强化政治担当，高质量完成专项订货；二是强化市场运作，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力；

三是强化统筹施策，体系化推进结构调整；四是强化安全环保管理，确保生产平稳运行；五是强化科技引

领，持续增强创新驱动发展能力；六是强化聚焦主业，激发降本增效内生动力；七是强化基础管理，规范

治理能力；八是强化目标导向，切实做好战略规划编制工作；九是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努力开创高质量发

展新局面。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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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

会[2017]22 号），简称“新收入准则”）。根据财政部要求，其他境内上市企业，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已经本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

会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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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北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邓维平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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