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证券代码：002246

证券简称：北化股份

公告编号：2021-071

北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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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合田

董事

公务原因

邓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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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2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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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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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1,320,380,12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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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111,958.27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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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2,513,679.92

31,605,589.67

66.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4,509,383.61

14,903,498.06

131.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6,270,195.17

11,040,624.52

-1,243.6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06

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06

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8%

1.25%

0.7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元）

4,364,002,879.19

4,206,657,137.55

3.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79,729,748.61

2,626,345,371.34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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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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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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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4.28%

78,387,084

-

-

-

中国北方化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24%

39,770,52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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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60%

25,230,025

-

-

-

广发基金－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广发基金－天枢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00%

10,980,000

-

-

-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95%

5,214,200

-

-

-

博时基金－邮储银行－博时基金鑫诚 3 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54%

2,980,000

-

-

-

汇添富基金－兴业银行－汇添富－相对收
益策略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51%

2,800,0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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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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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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总体经营管理情况
2021年上半年，全球经济逐步复苏，但各经济体复苏并不均衡，我国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
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得到持续拓展和巩固，国民经济运行持续
稳定恢复，稳中加固、稳中向好。公司认真落实年度董事会精神，多措并举调结构、降成本、防风险，沉
着应对诸多困难和挑战，有效驾驭复杂多变宏观经济形势，生产经营态势平稳。项目建设、节能减排、精
益管理等稳步推进，安全环保、信息化和网络安全、保密管理、产品质量、疫情防控、信息披露等重点管
控环节无不良事件。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20,380,125.16元，同比增长33.3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513,679.92元，同比增长66.1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2,679,729,748.61元，比期初增长
2.03%，基本每股收益0.10元，每股同比增长0.04元。
2、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1）坚持依法合规经营，持续推进上市公司规范管理
一是宣传贯彻新《证券法》
，持续推动上市公司规范治理，进一步强化信息披露要求，有效提升上市
公司治理能力。二是开展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风险防范自查，强化规范运作意识，有效提升规范治理水平。
三是开展“公司治理专项行动工作”全面自查，进一步夯实合规基础，为公司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
撑。四是强化关键少数合规意识，明规则、守底线。通过参加合规培训、参与知识竞赛、违规案例学习等
多方式，进一步提高合规意识，明规则、守底线，为公司实现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2）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提升机构运行效率
一是完成了组织体系的顶层设计，修订部门工作条例，优化业务流程，建立权责清晰、流程便捷的事
权管理体系。二是推进用人制度改革，通过公平、公正、公开的竞（选）聘方式，新提拔年轻中层副职人
员6人，平级调动中层7人，新选拔业务主管7人，持续优化了干部队伍结构。三是修订职能管理部门一般
职位员工薪酬管理办法，建立以绩效为导向的现代企业薪酬制度，实现绩效升、薪酬增，绩效降、薪酬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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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公司改革发展成果，共担市场经营风险。
（3）做好疫情常态化管控，为生产经营保驾护航
一是公司贯彻落实各级监管要求，做好疫情常态化管控。严格落实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防控要求，加强
外事业务疫情防控管理，严格执行核酸检测和隔离要求，做好员工防护。二是审时度势，抓好生产经营。
纤维素及其衍生物产业，克服国内外疫情及中美贸易摩擦影响，灵活营销策略，系统研判、综合部署，抢
先恢复市场，按需保障了含能硝化棉供应，实现了涂料硝化棉、棉液等产品同比增长。环保器材及核生化
防护装备制造产业，积极推动市场营销向市场运营转变，探索活性炭商品期货经营模式，人防滤器、活性
炭等产品实施分类提成及阶梯式激励，效果明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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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转型在广度、宽度、深度方面有所改善，保持了细分市场领先地位。
（4）安全专项工作效果明显，安全环保形势总体平稳。
安全方面：公司安全生产基础管理水平持续提升，本质安全度持续改善。一是强化安全责任落实，编
制、分解86项重点工作及7个专项任务，全员参加安全培训、签订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二是推进“国家
安全生产三年行动”计划的落实，泸州基地完成了“六室”搬迁，西安基地完成了控制室的整体搬迁改造。
三是规范开展建设项目安全“三同时”
。四是制定重大危险源安全包保责任制办法。
环保方面：重点实施纤维素及其衍生物产业泸州基地硫酸尾气提标改造、环保器材及核生化防护装备
制造产业危险废物贮存库扩建改造等项目。上半年，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正常，公司万元可比价产值污染物
排放量均有下降。
（5）强化投资项目管理，推进产品结构调整
公司优化产能布局、调整产品结构、持续提升工艺技术和装备水平、进一步强化投资项目管理。纤维
素及其衍生物产业系统推动结构调整，有序开展低粘度硝化棉驱水包装技术升级改造项目、硝化棉塑化减
敏工艺安全环保技术提升改造项目、协同推进“1807”项目。环保器材及核生化防护装备制造产业坚持战
略引领，核心能力建设稳步推进。成立防化产业结构布局调整规划专项方案编制工作组，加快产业布局。
以防毒面具产品为试点，加速推进数字化。统筹推进自动化生产线建设。
（6）强化科技创新，推进新技术产业化应用
纤维素及其衍生物产业以节能降耗、提高产品品质、提升盈利能力、拓宽应用市场为目标，立项12个
科研项目。一是硝化棉驱水用翻袋离心机国产化研究项目完成了水试及带料试车、控制程序优化等工作，
已达预期目标。二是完成了硝基漆片工艺包、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环保器材及核生化防护装备制造产业
以“科、学、研”为中心，不断强化制度建设，提升创新活力。一是推进“三大体系”建设，深化科技体
制机制改革，创新科技人才引进方式，完善人才引进机制，以“薪酬契约”社会化招聘科技人才，已引进
2名防化领域中高端人才。二是快速推进博士后工作站建设，已完成1名博士后进站，签订工作协议。三是
依托科技平台，稳步推进项目研究。重点项目有序进行，与山西省人防办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特种工
业泵系列产品环保装备制造产业围绕“研发全系列渣浆泵产品，基本覆盖渣浆泵相关市场领域”的科研发
展思路，持续推进轻型化工渣浆泵、陶瓷泵、重型渣浆泵、工业泵全生命周期项目和新材料的研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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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全生命周期产品服务系统所有功能模块的设计开发。
（7）深入推进党建工作，融入经营成效显著
一是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组织专题研讨读书班、党史学习教育培训、十九届五中全会培训、集中
学习、专题党课等主题活动。围绕“服务职工促和谐、服务基层促发展”主线，制定“我为群众办实事”
项目清单和“我为基层办实事”项目清单。二是落实党委安全责任。组织传达宣贯上级安全工作会精神，
并提出了“四要”工作原则。三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
3、2021年下半年重点工作
公司紧紧围绕“深化改革调结构、精益管理增效益、科技创新育动能、战略发展高质量”经营主题，
确保各项指标任务高质量完成，确保安全、环保、能源、质量、保密体系有效运行，确保不发生重大安全、
环保、质量事故，不发生失泄密和窃密事件，不发生媒体披露不良事件。一是履行强军首责，高质量完成
保供任务；二是深化机构改革，强化统筹施策；三是推动项目建设，优化产能布局；四是持续推进精益管
理，多措并举节本降耗；五是强化科技创新，培育发展动能；六是夯实市场经营，巩固行业地位；七是重
点围绕安全工作，全面提升基础管理水平；八是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北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邓维平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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