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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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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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2,420,677,19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红利 1.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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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鸿达兴业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002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林少韩

于静

办公地址

广州市广州圆路 1 号广州圆大厦 28 层

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杭集镇曙光路

电话

020-81652222

0514-87270833

电子信箱

hdxylsh@outlook.com

yjzoe@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公司的主营产品及服务包括土壤调理剂、环保脱硫剂等环保产品，提供土壤治理、脱硫脱硝等环
境修复工程服务；PVC、改性PVC、PVC生态屋、PVC医药包装材料等PVC新材料；稀土热稳定剂、
稀土催化剂等稀土全产业链产品；提供塑料等大宗工业原材料电子交易、现代物流及信息技术等服务。
目前公司拥有“环保、新材料和交易所”的完整产业体系，形成了完善的一体化循环经济产业链。
公司的PVC、电石、土壤调理剂产能和综合经营实力在国内名列前茅，拥有PVC产能70万吨，烧
碱70万吨，电石112万吨，土壤调理剂等环保产品产能120万吨、碳酸稀土冶炼产能3万吨、稀土氧化
物分离产能4000吨。公司以广州为总部，在广州、扬州、乌海建立三个研发中心，生产基地主要分布
在江苏省和内蒙古，业务覆盖广东、内蒙古、江苏、青海和新疆等省区，产品逐渐销往柬埔寨、越南、
美国、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目前，公司的PVC、PVC生态屋、土壤调理剂以及解决方案已销往并应用
于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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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处行业情况
①土壤改良产业
民以食为天，农以地为安。土壤是人类的“摇篮”和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不可再生的资
源。土壤环境状况直接影响老百姓的菜篮子、米袋子，更是国土资源环境安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土壤利用面临诸多挑战，土壤污染状况严峻，土壤盐碱化、酸化等退化现象严
重，严重影响农作物种植和食品安全。目前我国盐碱地面积高达5亿多亩，其中有2亿多亩经修复可变
为潜在耕地。南方地区PH值在5.5以下的酸化耕地约2.5亿亩，盐碱地和酸化耕地合计7.5亿亩。土壤改
良是保障土壤资源得以有效利用的必经之路，是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必要途径，是生态发展
的关键。
“十三五”规划提出：到2020年全国耕地保有量不少于18.65亿亩，以粮食主产区为重点，优先建设
确保口粮安全的高标准农田，开展土壤改良等田间工程建设，确保建成高标准农田8亿亩；强调要推
进土地复垦、环境整治和生态修复，开展土壤污染加密调查；完成100个农用地和100个建设用地污染
治理试点，建设6个土壤污染防治先行示范区，开展1000万亩受污染耕地治理修复和4000万亩受污染
耕地风险管控。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到2020年，全国土壤污染加重趋势得到初步遏制，
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基本保障，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基本
管控。到2020年，受污染耕地治理与修复面积达到1,000万亩。
根据上海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的统计，从2014年至2020年，国内土壤修复市场规模可达6,856亿元，
远期市场规模更是高达数十万亿元，土壤修复市场发展空间巨大。目前我国土壤修复行业正处于产业
发展的起步阶段，我国土壤修复产业的产值尚不及环保产业总产值的1%，而这一指标在发达国家已
达到30%以上。可见，我国土壤修复行业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②PVC新材料产业
Ⅰ、PVC生态屋及环保材料
PVC是广泛应用于PVC生态屋和装配式房屋、型材、管材、板材、塑料模板等领域，PVC比钢材、
水泥和铝材等传统建筑材料节约能源约40%。目前PVC墙体板材、建筑模板以及室内装饰板材在国内
外开始广泛使用，PVC建材作为国家重点推荐使用的化学建材，逐步替代钢材、水泥和铝材等主要的
传统建筑材料，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公司研发生产的PVC生态屋，实现标准化设计、工厂化生产、装配式施工、一体化装修、信息
化管理和智能化应用，属于国务院《装配式建筑的行动方案和指导意见》鼓励发展的装配式建筑。PVC
生态屋发挥绿色环保、舒适节能、抗震减灾、建设周期短等诸多优势，具有节能、节地、节水、节材
和环保的优点，其生产、安装、使用全过程都符合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是经济、适用、美观、环保
的绿色建筑。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推广绿色建筑，开展绿色新生活行动，全面推行城市科学设计，发展
适用、经济、绿色、美观建筑，提高建筑技术水平、安全标准和工程质量，推广装配式建筑和钢结构
建筑。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积极推广绿色建筑和建材，大力发展钢结构和装配式建筑，
加快标准化建设，提高建筑技术水平和工程质量。
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力争通过10年左右的时
间，使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的比例达到30%。发展装配式建筑，已上升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
国家战略，是提升我国建筑制造水平的必经之路；更是改善人民居住条件、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2013
年发改委、住建部联合发布的《全国绿色建筑行动方案》中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安全耐久、节能环
保、施工便利的绿色建材，加快发展防火隔热性能好的建筑保温体系和材料，以及多功能复合一体化
墙体材料。
党中央、国务院把“建设美丽中国”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在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战略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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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PVC生态屋因其环保、节能的特点，在产业旅游景区、酒店别墅及度假公寓、新城建设、新农村
建设和改造方面拥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Ⅱ、基础化工材料
a.PVC
PVC是主要的新型通用树脂，在“以塑代钢、以塑代木、以塑代塑”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广泛
应用于PVC生态屋和装配式房屋、型材、管材、板材、包装材料等领域。我国已是全球最大的PVC生
产国和消费国，生产产能占全球的40%以上，消费量占全球38%。
2016年下半年PVC价格稳步上涨，行业景气度触底回升，与宏观经济、行业供需、行业开工率有
着紧密的关系。近年来需求量持续稳步上升，从2012年的年需求量1,300万吨左右增长到2016年的1,600
万吨左右，同时中国PVC出口呈现良好势头，2016年我国PVC出口104万吨，出口增速达到35.06%。
2013年以来PVC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同时随着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实施，产业集中度逐
渐提高，中东部地区出现部分PVC产能退出，新增产能逐渐向具备发展PVC产业条件的西部地区转移。
近年来我国PVC行业的发展趋势是向规模化、产业链一体化方向发展， PVC企业将呈现循环经济发展
的特点，未来PVC将向高端及高附加值的方向发展，PVC专用料、改性PVC和特种PVC材料的发展前
景广阔。
近年来在“以塑代钢、以塑代木”、国家支持地下管廊建设和海绵城市建设等政策的推动下，PVC
在建筑和装饰领域的消费规模快速扩大，海绵城市和节水、水利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直接拉动了PVC
管道、PVC建材的市场需求。从行业的产能利用率来看，“氯碱行业十三五规划”提出将国内PVC整体
开工率提升至80%以上作为目标。PVC行业的开工率自2012年以来探底回升，保持稳步提升的态势，
从52%上涨到2016年的72%。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统筹城市地上地
下建设，开工建设城市地下综合管廊2,000公里以上，报告还提到要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2,000万亩，
这将有利于推动PVC产业的发展。
b.烧碱
烧碱作为重要的基础化工原料，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主要应用于氧化铝等金
属冶炼，医药、造纸、纺织印染工业和肥皂制造业等。我国是世界上烧碱产能最大的国家，近年来烧
碱产能稳步增长，截至2016年我国烧碱产能达到3,945万吨。
2016年烧碱价格稳步上涨，行业景气度触底回升。近年来烧碱行业的开工率保持稳步提升的态势，
2016年烧碱行业的开工率达到80% 。“氯碱行业十三五规划”提出将国内烧碱行业整体开工率提升至
85%以上作为目标。随着下游行业需求的提升，近年来中国烧碱的表观消费量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
2016年中国烧碱表观消费量超过3，000万吨。同时我国烧碱出口呈现良好势头，2006年出口量超过100
万吨，2010年至今，我国烧碱的年均出口量在200万吨左右。
“十三五”期间，在国家实施新型城镇化政策的拉动下，烧碱终端产品市场需求将保持较快增长。
预计到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超过60%，新型城镇化和消费升级将极大地拉动基础设施和配套建设投
资，促进建材、家电、服装及日用品等需求增加，进而推动烧碱产品需求持续增长。
c.电石
电石是重要的基础化工材料，可用于制造乙炔气体、生产聚乙烯醇、石灰氮再制备双氰胺等，是
电石法生产PVC的主要原料。我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电石生产和消费国，截至2016年底我国电石装
置总产能为3,800多万吨，主要分布在发电能力比较集中、石灰石和焦炭、兰炭等资源较为丰富的西
北、西南等地区。近几年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我国电石行业发展呈现以下趋势：一是政府支持
大型PVC生产企业具有资源优势的西北地区建立大型电石生产基地，进行规模化、集约化生产，目前
国内大型氯碱企业“电石—氯碱”配套一体化的循环经济已形成规模，未来“电石—氯碱”一体化项目在
电石行业中所占的比重还将进一步增大，商品电石供应量将逐渐下降，需要外购电石的PVC企业因缺
乏原料供应难以提高开工负荷；二是环保、安全和交通约束因素增强，严格的环保、运输以及淘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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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产能的规划任务将持续对电石行业的产能起到调节性作用。
Ⅲ、电子交易平台综合服务
塑交所是全国唯一一家塑料交易所，是国内最大、配套服务最完善的大宗商品现货电子交易所，
塑交所创立的“塑交所▪中国塑料价格指数”是塑料行业的价格风向标。塑交所运用先进的互联网技术，
为塑料行业企业提供公开、透明、高效的交易平台，面向国内外行业企业提供电子交易、仓储物流、
信息技术等服务，为我国大宗商品电子交易产业发展树立标杆。
公司利用塑交所在电子交易、现代物流以及信息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整合线上线下资源，促进公
司现有业务与互联网、现代物流等业务的联动与融合，推动公司产品和业务的发展，推动PVC新材料、
土壤调理剂等环保产品以及相关农业开发产品的发展，增强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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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调整前
营业收入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15 年
调整后

6,157,736,776.01 3,809,982,565.67 4,086,525,355.47

调整后
50.68%

2014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3,320,010,119.03 3,539,776,404.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817,802,423.89

519,085,072.94

559,062,059.63

46.28%

347,053,097.73

345,352,283.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799,262,440.51

506,180,898.54

506,253,503.86

57.88%

332,628,755.11

332,628,755.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33,080,263.04

331,668,991.47

197,928,413.91 219.85%

-98,816,433.69

-92,734,265.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82

0.2272

0.2434

38.95%

0.1614

0.16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65

0.2243

0.2415

39.34%

0.1613

0.16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62%

15.28%

15.41%

8.21%

13.08%

12.01%

2016 年末
调整前
资产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2015 年末
调整后

12,737,983,660.82 11,631,462,063.83 12,150,135,738.07

调整后

2014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4.84%

9,749,019,830.83 10,219,316,750.63

3,822,638,929.94 4,154,165,507.37 4,403,816,377.89 -13.20%

2,830,244,372.44 3,050,915,256.27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对塑交所 95.64%股权的收购，塑交所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故公司 2014 年、2015 年财务报表存在同一
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的情况。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1,281,485,620.99

第二季度
955,300,436.05

第三季度
1,357,915,036.81

第四季度
2,563,035,68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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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8,411,503.22

167,624,799.91

245,634,782.26

296,131,338.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6,759,179.09

165,176,457.93

233,819,963.53

302,833,465.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7,720,707.43

-321,000,716.57

62,518,638.81

613,841,63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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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63,961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55,708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0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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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0.72%

985,747,992

132,838,808 质押

576,959,776

广州市成禧经济发展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25%

175,505,415

0 质押

166,360,681

乌海市皇冠实业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91%

167,236,095

0 质押

162,979,299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万能三号

其他

5.49%

132,838,808

广东潮商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74%

66,419,404

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恒升 22 号潮汕资
其他
本证券投资单一资金信
托

1.32%

31,908,727

0

海通证券资管－上海银
行－海通海富 27 号集合 其他
资产管理计划

1.19%

28,785,439

0

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0.96%

23,191,813

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其他

0.89%

21,509,202

0

君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万能保险产品

其他

0.73%

17,648,17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32,838,808
66,419,404 质押

66,419,250

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广州市成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关系，该 2 名股
东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乌海市皇冠实业有限公
司、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为公司的关联方。上述其
他股东之间的关系不详。

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878,165,586 股股份，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 107,582,406 股股份，因此，合计持有公司 985,747,992 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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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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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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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国家实施供给侧改革深得人心，取得较好成效，培育了新动能，进一
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公司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抓住国家全面深
化改革的发展机遇和中央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良好机遇，奋力攻坚克难，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创造新
的利润增长点，推动鸿达兴业持续、稳健发展。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和产销量和经营效益稳步增长，土
壤调理剂、PVC生态屋等环保和新材料产品的开发和推广取得良好效果，同时公司通过产业并购、产品和
业务创新持续完善产业链配置，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能力，和同行业相比具有更好的综合竞争优势。
本报告期，氯碱行业景气度回升，PVC、烧碱价格企稳回暖，公司效益进一步提升。公司完成对塑
交所股权的收购，塑交所是全国唯一一家塑料交易所，是国内最大、配套服务最完善的大宗商品现货电子
交易所，塑交所为国内外行业企业提供电子交易、仓储物流、信息技术等服务，塑交所创立的“塑交所▪中
国塑料价格指数”成为塑料行业的价格风向标，报告期内塑交所各项业务规模和效益稳步增长，为公司带
来了较好的利润贡献。
公司积极贯彻落实国家“一带一路”的政策导向，加大土壤调理剂产品和业务在海外的拓展力度，运用
公司在土壤修复领域的专业经验和广东地球土壤研究院的技术支持，加大土壤修复技术及产品的储备，大
力发展土壤改良产业，经营效益实现较大幅度增长；同时，积极响应国家关于推广绿色建筑和建材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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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召，充分发挥公司拥有的上游生产、下游应用和稀土助剂的优势，发展新型节能环保PVC材料，大力发
展PVC生态屋、装配式建筑，开发PVC在家装、农业等方面的新应用，拓宽PVC的下游应用领域，不仅为
公司带来了新的利润增长点，也增强了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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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氯乙烯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2,983,848,488.11

913,953,149.72

30.63%

85.98%

68.17%

-3.24%

烧碱

718,910,383.68

305,438,586.17

42.49%

111.69%

160.59%

7.97%

纯碱

2,786,730.77

840,973.93

30.18%

-84.23%

-58.46%

18.72%

电石

39,807,202.22

10,668,429.81

26.80%

-86.19%

-68.42%

15.08%

247,651,249.64

49,113,523.23

19.83%

-26.18%

7.86%

6.26%

1,127,195,710.74

74,462,454.99

6.61%

101.09%

140.25%

1.08%

土壤调理剂

338,305,057.29

251,602,021.90

74.37%

172.29%

186.91%

3.79%

稀土化工产品

126,647,179.48

65,563,918.55

51.77%

-60.42%

-61.89%

-2.00%

电子交易平台综
合服务

410,024,356.02

170,579,483.52

41.60%

73.24%

66.81%

-1.60%

其他主营业务：
盐酸、液氯等

105,935,932.91

15,944,982.63

15.05%

8.65%

-57.34%

-23.28%

其他业务：原料
及废料销售等

56,624,485.15

35,538,827.67

62.76%

-65.07%

-64.09%

1.72%

PVC 制品
化工产品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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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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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财政部于2016年12月3日发布的《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号）规定，利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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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项目；自2016年5月1日起将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房产税、
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等相关税费从“管理费用”项目重分类至“税金及附加”项目；2016年5月1
日之前发生的税费不予调整；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报表项目“税金及附加”、“管理费用”的金额产生影响，对公司总资产、负债
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不产生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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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月公司及金材实业完成对塑交所95.64%股权的收购，塑交所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因此，本
期合并报表范围增加塑交所及其子公司。此外，本期合并报表范围还增加：西部环保研究院有限公司、内
蒙古鸿达氢能源及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广东塑交所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西部环保柬埔寨有限公司。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周奕丰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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