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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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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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周奕丰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董事长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因公出差

被委托人姓名
林少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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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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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4,549,733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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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业务概要
公司的主营产品及服务包括土壤调理剂等环保产品，提供土壤治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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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冶炼分离、稀土热稳定剂、稀土催化剂等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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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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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PVC、烧碱、土壤调理剂等产品产能和综合经营实力在国内名列前茅，其中，PVC产能70万吨/
年、烧碱70万吨/年、电石112万吨/年、土壤调理剂等环保产品产能120万吨/年、碳酸稀土冶炼产能3万吨/
年、稀土氧化物分离产能4,000吨/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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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同时销往柬埔
寨、越南、美国、哈萨克斯坦等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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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①土壤改良产业
公司自主研发的土壤调理剂系列产品，用于治理酸性、碱性和盐碱化土壤，提升耕地质量，从而有效
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公司通过建设土壤修复示范基地、在全国主要农业地区建设营销网点推动土壤
调理剂的销售；通过承接土壤修复工程，提供全方位的土壤修复解决方案；并且积极贯彻落实国家“一带
一路”的政策导向，大力拓展土壤调理剂产品和土壤修复业务的海外市场。公司设立了广东地球土壤研究
院，并拟在美国设立土壤改良研发、工程和销售中心，致力于通过研究开发土壤防治与修复技术，增强公
司在土壤修复领域的研发实力，推动公司土壤修复技术的发展；同时，加大土壤改良技术和产品储备，拓
展土壤改良应用领域，打造完备的土壤修复产业链。
②PVC新材料产业
Ⅰ、PVC生态屋及环保材料
公司研发建造的PVC生态屋、三合一墙板，实现建筑的标准化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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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响应国家关于推广绿色建筑和建材的政策号召，大力发展PVC生态屋，助力新型城镇化建
设和棚户区、旅游景区、汽车宿营地、农家乐、家庭菜园的改造。
Ⅱ、基础化工材料
公司全资子公司乌海化工、中谷矿业依托西北地区丰富的资源和自身完整的产业链，发展PVC、烧碱
等基础化工产品业务。公司通过完备的产业配套、先进的生产装置和工艺、严格的管控体系，不断做大做
强氯碱业务，在提高产业一体化综合效益的同时，为公司环保业务、下游制品加工业务发展打好坚实的基
础。公司已形成“资源能源—电石—PVC/烧碱—副产品综合利用及土壤调理剂—PVC新材料—电子交
易综合业务”的PVC一体化循环经济产业链。近年来公司基础化工产品产能利用率一直保持在行业领
先水平，相关产品产能和效益得到了显著提高。
③电子交易平台综合服务
公司全资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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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公司利用塑交所在电子交易、现代物流及信息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整合线上线下
资源，促进其他业务与互联网、现代物流等业务的联动与融合，推动各项产品和业务的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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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2016 年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 2015 年度会计数据。本报告期未发生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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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单位：人民币元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16 年

2017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2015 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6,540,626,308.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004,882,891.14

817,802,423.89

817,802,423.89

22.88%

519,085,072.94

559,062,059.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94,375,822.49

799,262,440.51

799,262,440.51

24.41%

506,180,898.54

506,253,503.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870,518,098.78

633,080,263.04

633,080,263.04

37.51%

331,668,991.47

197,928,413.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074

0.3382

0.3382

20.46%

0.2272

0.243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055

0.3365

0.3365

20.51%

0.2243

0.24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93%

23.62%

23.62%

-1.69%

15.28%

15.41%

6,157,736,776.01 6,157,736,77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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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末

2017 年末

6.22% 3,809,982,565.67 4,086,525,355.47

调整后

调整后

2015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14,337,649,856.16

12,737,983,660.82 12,737,983,660.82

12.56% 11,631,462,063.83 12,150,135,738.07

5,790,881,553.14

3,822,638,929.94 3,822,638,929.94

51.49% 4,154,165,507.37 4,403,816,377.8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1,496,214,574.89

1,577,033,096.23

1,748,126,478.49

1,719,252,159.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4,197,561.40

200,757,679.21

351,515,614.73

148,412,035.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2,216,428.82

200,808,552.09

350,508,420.40

140,842,421.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107,001.34

2,606,136.43

240,621,894.49

593,183,066.52

营业收入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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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706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5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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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比例
38.40%

持股数量
992,538,180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165,641,548 质押

628,128,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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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成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79%

175,505,415

0 质押

70,405,000

乌海市皇冠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47%

167,236,095

0 质押

167,000,000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万能三号

其他

5.14%

132,838,808

广东潮商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7%

66,419,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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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38,100,000

0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华能
信托·汇诚 171（鸿达兴业）集合 其他
资金信托计划

1.40%

36,192,519

0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4%

26,990,553

26,990,553

赵锦清

境内自然人

1.04%

26,958,630

0

0.73%

18,893,387

18,893,387

九泰基金－浦发银行－广东粤
财信托－粤财信托·鸿达兴业定 其他
增 1 号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132,838,808
66,419,404 质押

66,419,40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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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国
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上述股东
之间的其他关系不详。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截至 2017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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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4,955,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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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2,538,180 股股份；股东赵锦清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2,318,630 股股份，通过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公司 24,640,000 股股份，因此，合计持有公司 26,958,630
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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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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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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是国家“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供给侧改革深入实施，经济发展活力进一步增强。2017年公
司抓住行业供给侧改革带来的良好发展机遇，加大研发力度，进一步完善产业链配置，提高核心竞争力及
持续盈利能力。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的产销量和经营效益稳步增长。
公司氯碱装置全年开工率保持在较高水平，通过持续的工艺和技术创新，年内公司实施了一系列的技
改项目，降低原料和能源单耗。同时，随着行业产能结构逐步优化，下游需求稳定增长，本年氯碱行业景
气度较高。公司加大对改性PVC、特种PVC及PVC专用料的研发和生产力度，增加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
全年公司氯碱产品产销量和经营效益保持稳步增长的良好势头。
2017年公司从生产、研发、营销、人力等方面加大投入，积极探索土壤修复业务的经营模式，大力推
动土壤修复业务发展。公司应用现代新工艺、新设备研发生产土壤调理剂产品，并根据用户使用情况和市
场反馈，不断优化土壤调理剂的生产工艺。本年度广东地球土壤研究院继续开展典型土壤剖面标本采集、
土壤及土壤调理剂样品检测、新型土壤修复产品的研制和试验等工作，储备更多土壤信息和修复技术。广
东地球土壤研究院于2018年1月4日获得CMA资质认证证书，可面向社会承接覆盖土壤和沉积物、农业环境、
农资产品等领域的委托检测业务，并为委托方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CMA检测报告。本年公司进一步扩大土
壤修复示范基地的试验种植面积和农作物品种，种植农作物品种包括水稻、小麦、花葵、玉米、油葵、牧
草等，土壤修复成果明显，农作物长势良好。公司继续加大土壤修复业务在国内外市场的拓展力度，目前
公司已在国内20个省份的51个城市开展土壤调理剂的销售，并在美国、加拿大、柬埔寨、越南、哈萨克斯
坦、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开展土壤调理剂销售和土壤修复技术推广工作。
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关于推广绿色建筑和建材的政策号召，大力发展PVC生态屋、装配式建筑，建立标
准化的PVC生态屋建造流程，申报相关专利技术4项。同时，公司充分发挥上游原料、下游应用和稀土助
剂的产业优势，结合市场需求，持续开发PVC在农业、建筑装潢等领域的应用。
2017年塑交所的电子交易平台、物流综合服务、供应链管理等业务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同时借助
塑交所在互联网、信息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增强了公司氯碱、PVC生态屋、PVC建材、土壤调理剂等业务
的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与公司其他业务形成了良好的协同效应，为公司带来了较好的利润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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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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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VC

3,438,824,860.85

892,630,920.25

25.96%

15.25%

-2.33%

-4.67%

烧碱

1,328,269,218.25

846,901,870.93

63.76%

84.76%

177.27%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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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C 制品

187,081,689.04

17,973,740.31

9.61%

-24.46%

-63.40%

-10.22%

化工产品贸易

646,615,859.35

33,018,441.40

5.11%

-42.63%

-55.66%

-1.50%

土壤调理剂

342,138,659.28

258,537,763.94

75.57%

1.13%

2.76%

1.20%

稀土化工产品

166,600,952.18

92,387,275.15

55.45%

31.55%

40.91%

3.68%

电子交易平台综
合服务

257,714,305.72

152,216,583.99

59.06%

-37.15%

-10.77%

17.46%

其他主营业务：
盐酸、液氯等

114,586,683.07

14,487,533.12

12.64%

8.17%

-9.14%

-2.41%

其他业务：原料
及废料销售等

58,794,080.91

35,985,175.74

61.21%

3.83%

1.26%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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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自2017年5月28日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要求采用未来
适用法处理。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2017年6
月12日起施行，对于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2017年1月1日至施行
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
该通知要求编制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因此，公司分别根据上述新发布或修订的准则和通知进行了会计政策变更。该等变更影响公司会计报
表科目的列表，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存在实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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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公司西部环保有限公司本期设立其全资子公司西部环保杭锦旗土壤改良有限公司及西部环保通辽
土壤改良有限公司，因此本期合并报表范围相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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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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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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