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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256                           证券简称：华融化学                           公告编号：2022-010 

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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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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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无变更，仍为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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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48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元

（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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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融化学 股票代码 30125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炜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九尺镇林杨路 166

号 
 

传真 028-86238215  

电话 028-86238215  

电子信箱 hrhg.db@newhope.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包括氢氧化钾、盐酸、次氯酸钠以及液氯等。公司围绕新型肥料、高端日化、食品医药、新能

源、电子信息等现代产业，重点开发电子级、光伏级、试剂级、食品级的精细钾产品及氯产品。 

氢氧化钾（KOH）又称“苛性钾”，是一种重要的化工产品，氢氧化钾广泛用于电子行业、高级洗涤剂和化妆品、碳酸钾、

磷酸二氢钾、高锰酸钾等钾盐、高级碱性电池、食品添加剂、歧化松香钾皂、医药中间体、液体肥料、合成橡胶、ABS 树脂、

天然橡胶乳液、纸张分量剂、生物柴油、橡胶助剂、石油精炼除硫等领域。次氯酸钠用于水处理及消毒、纸浆漂白等，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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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中用于制氯胺等。盐酸是重要的无机化工原料，广泛用于染料、医药、食品、印染、皮革、冶金等行业。次氯酸钠主要

应用于水的净化，以及用作消毒剂、纸浆漂白，医药工业中常用于制氯胺。液氯可用于冶金、纺织、造纸、净水等行业，是

合成盐酸、聚氯乙烯树脂、塑料、农药等化学品的重要原料。 

（一）氢氧化钾行业情况 

氢氧化钾行业市场容量较为稳定，下游产品用途广泛，产品应用较为成熟，其客户需求相对稳定。近年来，随着我国氢

氧化钾行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型企业的规模、技术优势得以显现，技术落后、污染严重的小型企业逐步退出了氢氧化钾行

业，行业的市场集中度逐步提高，小型企业将面临成本较高的问题而逐渐淘汰。根据百川盈孚市场调研所得到的信息，近年

来氢氧化钾企业库存基本保持稳定，各厂商基本产销平衡，除去部分厂家生产碳酸钾等产品的自用部分，各企业产量同销量

基本一致。 

在双循环经济体系下，近年来水溶肥市场的发展，以及医药、农药、电子化学品等行业消费需求稳中上升，国内市场对

氢氧化钾的需求总量持续增长，氢氧化钾行业整体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报告期内，受到含钾肥料、钛白粉、农药、染料等传统行业需求恢复的影响，2021年国内氢氧化钾消耗总量较2020年有

稳定增长。同时，医药、新材料、碱性电池、光伏等行业对高端氢氧化钾的需求量也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氢氧化钾制造的

主要原料氯化钾是重要的农资，报告期内氯化钾价格上涨幅度超过90%。公司广泛开拓采购渠道，确保氯化钾生产用量提前

采购到位，积极调整产品结构和渠道结构，加大高端市场的推广力度。 

（二）电子化学品行业情况 

报告期内，国内芯片及其配套产业进一步发展，“碳中和”政策背景下，光伏产业链进一步发展，高能耗、劳动密集型

产业向西南和西北地区转移。2021年中国芯片产量增加33%，太阳能电池产量增加42%。国内电子化学品发展起步较晚，产品

种类单一、质量还不够稳定，国产电子化学品在芯片行业的占有率仍然较低，太阳能电池和显示面板行业电子化学品国产化

率较高。目前我国太阳能电池产能增长主要集中于长三角、西南、西北地区，公司处于四川成都，距离西南、西北地区市场

较近。受限电和西部地区太阳能电池产业的扩产，公司拓展光伏行业的客户，并与行业内部分知名光伏企业建立了稳定合作。 

（数据来源：国家工信部、国家统计局） 

（三）次氯酸钠和水处理剂行业情况 

次氯酸钠是主要消毒产品之一，可用于消毒剂、漂白剂、合成原料，其中消毒剂是最主要应用领域。受疫情影响，84

消毒液的需求量增加；在水处理领域，污水处理消毒方式逐渐由紫外线改为次氯酸钠，自来水消毒药剂由液氯逐渐改为次氯

酸钠。在四川地区，以成都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为代表的企业建设的污水处理装置相继竣工投产运营，对次氯酸钠的需求将

大幅增长。公司现有次氯酸钠产能4万吨/年，募投项目建成后次氯酸钠产量和质量都将得到较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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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784,090,343.65 707,533,321.04 10.82% 683,943,987.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54,069,040.90 552,488,216.14 18.39% 421,730,837.82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644,384,542.46 946,032,673.09 -31.89% 1,033,931,684.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1,876,191.46 103,290,722.87 -1.37% 99,324,868.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6,521,270.89 100,439,694.55 -13.86% 90,815,311.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180,512.53 73,574,577.78 -50.82% 145,337,407.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0.29 -3.45% 0.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 0.29 -3.45% 0.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89% 21.04% -4.15% 21.2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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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44,758,061.73 171,883,956.41 127,047,756.34 200,694,767.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397,680.57 24,429,047.44 19,559,384.40 32,490,079.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768,570.31 22,259,509.57 16,833,054.43 26,660,136.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085,877.41 -23,208,562.44 53,209,184.74 62,265,76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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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57,973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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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希望化工 
境内非国

有法人 
95.50% 343,800,000 0   

宁波新融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50% 16,2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宁波新融的直接合伙人邵军为新希望化工董事长、总裁，王宁、汪润年为新希望化工的高

级管理人员，其间接合伙人李建雄、李红顺为新希望化工董事，罗利为新希望化工监事。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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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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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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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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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22年3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详见2022年3月9日-22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 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发行公告》《招股说明书》《上市公告

书》等发行上市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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