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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 http://www.sse.com.cn。投资者

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3 公司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 公司负责人冯久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玉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金亭声

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鲁北化工 

股票代码 600727 

上市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田玉新 刘晓燕 

联系地址 山东省无棣县埕口镇 山东省无棣县埕口镇 

电话 (0543)6451265 (0543)6451265 

传真 (0543)6451265 (0543)6451265 

电子信箱 lubeichem@lubei.com.cn lubeichem@lubei.com.cn 

 

2.2 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2.2.1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

增减（％） 

总资产 3,019,609,286.45 3,003,631,071.46 1.00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2,182,886,903.34 2,182,244,914.53 0.03 

每股净资产(元) 6.22 6.22  

 
报告期 

（1－6 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利润 1,348,328.61 -7,764,939.65  

利润总额  5,020,548.60 -6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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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641,988.81 5,020,548.60 -87.2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5,246.82 -1,959,651.4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02 0.013 -84.62

稀释每股收益(元) 0.001 0.013 -84.62

净资产收益率(%) 0.03 0.22 减少 86.37 个百分点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747,697.25 277,373,112.18 -110.36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0.08 0.74 -110.81

 

2.2.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276,741.99

合计 276,741.99

 

 

2.2.3 国内外会计准则差异 

□适用 √不适用  

 

 

§3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3.1 股份变动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3.2 股东数量和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59,62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山东鲁北企

业集团总公

司 

国有法人 27.90 97,923,083 97,923,083 冻结   45,200,000 

山东建帮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其他 3.99 14,000,000 14,000,000 冻结   14,000,000 

山东永道投

资有限公司  
其他 3.03 10,650,000 10,650,000 质押   10,650,000 

北京祥恒科

技有限公司  
其他 0.96 3,370,000 3,370,000 未知 

海南易方达 其他 0.70 2,450,000 2,450,00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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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有

限公司 

茂名石化实

华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 0.57 2,001,600 未知 

北京方程兴

业投资有限

公司 

其他 0.54 1,900,000 1,900,000 未知 

王远生 其他 0.46 1,604,966 未知 

上海普劳工

贸有限公司 
其他 0.44 1,527,014 1,527,014 未知 

翔和控股有

限公司 
其他 0.34 1,210,000 1,210,000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2,001,600 人民币普通股 

王远生 1,604,966 人民币普通股 

冯怡生 1,118,600 人民币普通股 

黎俊英 647,028 人民币普通股 

李貌 610,469 人民币普通股 

凯达衣业 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浦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568,000 人民币普通股 

天津新日机电有限公司 5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陈桂娣 531,100 人民币普通股 

章晓乐 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关系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冯怡生先生为第一大股东山东鲁

北企业集团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及前十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3.3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4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4.1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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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董事会报告 

5.1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分行业或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

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分行业  

化工行业 22,488.77 22,272.98 0.96 14.33 28.69 减少 11.05 个百分点

建材行业 1,688.97 2,307.13 -36.60 -56.91 -32.13 减少 49.90 个百分点

电力行业 14,659.54 12,738.10 13.10 122.03 155.25 减少 11.32 个百分点

其它 453.25 423.60 6.54 -87.95 -93.20 增加 72.19 个百分点

合计 39,290.53 37,741.81     

分产品  

磷铵 10,087.65 11,775.29 -16.73 38.35 74.93 减少 24.43 个百分点

硫酸钾复

合肥 
4,166.38 4,507.55 -8.19 -6.74 4.22 减少 11.39 个百分点

水泥 1,688.97 2,307.13 -36.60 -56.91 -32.13 减少 49.88 个百分点

溴素 494.50 449.43 9.11 -18.76 -4.19 减少 13.82 个百分点

电 14,659.54 12,738.10 13.10 122.03 155.25 减少 11.32 个百分点

氯碱 7,740.24 5,540.71 28.42 6.00 -4.17 增加 7.60 个百分点 

其它 453.25 423.60 6.54 -87.95 -93.20 增加 72.19 个百分点

合计 39,290.53 37,741.81     

其中：报告期内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销售产品或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金额 1,531.15 万

元。  

 

5.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省内 25,538.85 21.32

省外 13,751.68 6.59

5.3 主营业务及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4 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毛利率）与上年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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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利润构成与上年度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分析 

□适用 √不适用 

 

 

5.6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5.6.1 募集资金运用 

□适用 √不适用 

 

5.6.2 变更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7 董事会下半年的经营计划修改计划 

□适用 √不适用  

 

5.8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 
□亏损           □同向大幅上升  

√同向大幅下降   □扭亏 

业绩预告的说明 

    由于原材料价格持续震荡攀高，生产成本继续上升，给公司经营

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再者市场竞争仍旧十分激烈，公司的销售状况也

受到了严峻考验。预计 2007 年 1-9 月份累计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下降 50%以上。 

 

5.9 公司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10 公司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上年度“非标准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变化及处理情况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重要事项 

6.1 收购、出售资产及资产重组 

6.1.1 收购资产  

□适用 √不适用 

 

6.1.2 出售资产  

□适用 √不适用 

 

6.1.3 自资产重组报告书或收购出售资产公告刊登后，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对报告期经营成果与财务

状况的影响。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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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担保事项 

□适用 √不适用 

 

 

6.3 非经营性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向关联方提供资金 关联方向上市公司提供资金 
关联方 

发生额 余额 发生额 余额 

山东鲁北企业集团总公司    3,727.96

无棣鑫岳化工有限公司  500.00   

无棣海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91.83   

无棣海通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37.55 3.56  

无棣宝丰实业有限公司  62.69 445.11  

无棣海星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5.65   

合计  797.72 448.67 3,727.96

其中：报告期内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提供资金的发生额 0万元，余额-3,727.96 万元  

 

6.4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6.5 其它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6.5.1 公司持有其他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和证券投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6.5.2 公司持有非上市金融企业、拟上市公司股权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6.5.3 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7 财务报告 

7.1 审计意见 

财务报告  √未经审计  □审计  

7.2 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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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1） 

2007 年 06 月 30 日 

编制单位: 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 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421,753,869.58 478,532,374.49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47,639,967.29 10,258,596.98

应收账款  249,715,912.66 193,057,465.96

预付款项  203,812,025.00 123,818,263.74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15,463,581.16 18,346,390.23

存货  173,816,061.45 195,241,229.42

待摊费用  6,485,037.8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1,118,686,455.03 1,019,254,320.82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1,755,089,764.82 1,837,028,145.58

在建工程  45,609,818.60 45,609,818.60

工程物资  7,258.00 7,258.00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71,354,002.31 72,202,662.42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28,861,987.69 29,528,866.04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1,900,922,831.42 1,984,376,750.64

资产总计  3,019,609,286.45 3,003,631,07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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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2） 

2007 年 06 月 30 日 

编制单位: 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 元 币种:人民币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45,000,000.00 236,000,000.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116,500,000.00 36,700,000.00

应付账款  172,820,063.20 155,077,498.36

预收款项  14,342,007.70 7,432,405.10

应付职工薪酬  17,926,208.58 16,509,679.96

应交税费  34,093,250.75 30,916,833.70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6,040,852.88 88,749,739.81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32,500,000.00 62,500,000.00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649,222,383.11 633,886,156.93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187,500,000.00 187,500,000.00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187,500,000.00 187,500,000.00

负债合计  836,722,383.11 821,386,156.93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350,986,607.00 350,986,607.00

资本公积  819,150,930.41 819,150,930.41

减：库存股    

盈余公积  173,034,255.83 173,100,943.66

未分配利润  839,715,110.10 839,006,433.46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2,182,886,903.34 2,182,244,914.5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3,019,609,286.45 3,003,631,071.46

公司法定代表人:冯久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玉瑞        会计机构负责人:刘金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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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表 

2007 年 1-6 月 

 

编制单位: 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 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收入  392,905,342.72 339,530,197.60

减：营业成本  377,418,189.63 319,267,750.79

营业税金及附加  307,665.89 2,662,741.75

销售费用  223,067.67 2,383,788.29

管理费用  4,561,659.71 6,969,348.73

财务费用  9,046,431.21 16,011,507.69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348,328.61 -7,764,939.65

加：营业外收入  276,741.99 12,791,051.05

减：营业外支出   5,562.80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净损失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625,070.60 5,020,548.60

减：所得税费用  983,081.79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641,988.81 5,020,548.60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02 0.013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01 0.013

 

公司法定代表人:冯久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玉瑞       会计机构负责人:刘金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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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 

2007 年 1-6 月 

编制单位: 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 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415,745,641.02 394,995,288.75

收到的税费返还  804,688.64 7,097,571.56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07,083,852.8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16,550,329.66 509,176,713.2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416,578,234.22 190,125,356.27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7,661,257.78 9,616,540.09

支付的各项税费  12,025,962.28 25,136,345.9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9,032,572.63 6,925,358.67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45,298,026.91 231,803,601.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747,697.25 277,373,112.18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

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57,549.91 523,156.68

投资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7,549.91 523,156.6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549.91 -523,156.68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9,000,000 105,00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000,000 105,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30,000,000 293,4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6,973,257.75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6,011,507.69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6,973,257.75 309,411,507.6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973,257.75 -204,411,507.69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6,778,504.91 72,438,447.81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78,532,374.49 420,081,940.55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21,753,869.58 492,520,38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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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资料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641,988.81 5,020,548.60

加：资产减值准备  -2,733,484.06 -26,334,282.48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性生物资产

折旧 
 81,938,380.76 73,632,523.66

无形资产摊销  848,660.11 397,771.85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2,889.34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

（收益以“－”号填列）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财务费用（收益以“－”号填列）  9,046,431.21 16,011,507.69

投资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666,878.35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21,425,167.98 -16,539,388.59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60,685,240.23 36,463,448.89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79,896,480.18 195,031,810.88

其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747,697.25 277,373,112.18

2．不涉及现金收支的重大投资和筹资活动：    

债务转为资本    

一年内到期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3．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变动情况：    

现金的期末余额  421,753,869.58 492,520,388.36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478,532,374.49 420,081,940.55

加：现金等价物的期末余额    

减：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6,778,504.91 72,438,447.81

 

公司法定代表人:冯久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玉瑞     会计机构负责人:刘金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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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2007 年 1-6 月 

编制单位: 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 元 币种:人民币 

本期金额 

项目 
实收资本 

(或股本) 
资本公积 

减：库

存股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上年年末余额 350,986,607.00 819,150,930.41  170,148,057.06 812,430,454.02 2,152,716,048.49

加：会计政策变更    2,952,886.60 26,575,979.44 29,528,866.04

前期差错更正       

二、本年年初余额 350,986,607.00 819,150,930.41  173,100,943.66 839,006,433.46 2,182,244,914.53

三、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减少以“－”号填列） 
   -66,687.83 708,676.64 641988.81

（一）净利润     641,988.81 641,988.81

（二）直接计入所有者权

益的利得和损失 
   -66,687.83 66,687.83  

1．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

价值变动净额 
      

2．权益法下被投资单位其

他所有者权益变动的影响 
   -66,687.83 66,687.83  

3．与计入所有者权益项目

相关的所得税影响 
      

4．其他       

上述（一）和（二）小计       

（三）所有者投入和减少

资本 
      

1．所有者投入资本       

2．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

益的金额 
      

3．其他       

（四）利润分配       

1．提取盈余公积       

2．对所有者（或股东）的

分配 
      

3．其他       

（五）所有者权益内部结

转 
      

1．资本公积转增资本（或

股本） 
      

2．盈余公积转增资本（或

股本） 
      

3．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4．其他       

四、本期期末余额 350,986,607.00 819,150,930.41  173,034,255.83 839,715,110.10 2,182,886,90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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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上年同期金额 

项目 实收资本(或

股本) 
资本公积 

减：库

存股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上年年末余额 379,300,000 964,681,770.49  168,593,655.96 803,207,145.45 2,315,782,571.90

加：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二、本年年初余额 379,300,000 964,681,770.49  168,593,655.96 803,207,145.45 2,315,782,571.90

三、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减少以“－”号填

列） 

    5,020,548.60 5,020,548.60

（一）净利润     5,020,548.60 5,020,548.60

（二）直接计入所有者

权益的利得和损失 
     

1．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

允价值变动净额 
      

2．权益法下被投资单位

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的

影响 

      

3．与计入所有者权益项

目相关的所得税影响 
      

4．其他       

上述（一）和（二）小

计 
      

（三）所有者投入和减

少资本 
      

1．所有者投入资本       

2．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

权益的金额 
      

3．其他       

（四）利润分配      

1．提取盈余公积      

2．对所有者（或股东）

的分配 
      

3．其他       

（五）所有者权益内部

结转 
      

1．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或股本） 
      

2．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或股本） 
      

3．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4．其他      

四、本期期末余额 379,300,000 964,681,770.49  168,593,655.96 808,227,694.05 2,320,803,120.50

公司法定代表人:冯久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玉瑞       会计机构负责人:刘金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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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报表附注 

7.3.1 本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 

7.3.2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未发生重大变化。 

 

 

 

董事长： 

 

 

 

 

 

 

 

                                                          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 8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