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摘要

证券代码：002092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2015-111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泰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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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092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潘玉英

费翔

电话

0991-8751690

0991-8751690

传真

0991-8751690

0991-8751690

电子信箱

panyuying1111@163.com

feixiang_01@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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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2014 年
营业收入（元）

本年比上年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2012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11,176,952,961.88 12,045,852,832.12

12,045,852,832.12

-7.21%

7,112,887,951.78

7,112,887,951.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元）

332,178,587.96

102,355,730.32

113,787,641.30

191.93%

270,704,017.39

259,272,106.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257,890,962.29

49,168,059.26

60,599,970.24

325.56%

190,453,733.48

179,021,822.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

2,571,985,519.07

3,197,907,686.15

3,197,907,686.15

-19.57%

590,787,920.83

590,787,920.8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2

0.084

0.094

168.09%

0.235

0.2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2

0.084

0.094

168.09%

0.235

0.225

3.86%

1.40%

1.56%

2.30%

3.77%

3.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2012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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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减
调整前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元）

调整后

调整后

31,714,055,031.85 25,004,633,096.70

25,414,729,978.21

8,458,431,486.01

8,458,408,662.01

8,708,197,510.48

调整前

调整后

24.79% 21,925,362,779.37

22,576,672,028.65

7,158,960,835.69

7,147,528,924.71

2.95%

（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85,04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
日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80,737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
国有法人
司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24.49%

340,503,621

5.39%

75,000,000

新疆三联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9%

45,784,998

乌鲁木齐国有资产经营有限
国家
公司

1.94%

27,011,952

刘伟

境内自然人

0.67%

9,366,000

绍兴亿丰化纤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9%

8,250,000

李汉贞

境内自然人

0.50%

7,008,883

那迎旭

境内自然人

0.37%

5,200,000

朱丁贤

境内自然人

0.37%

5,080,000

张青峰

境内自然人

0.36%

5,003,700

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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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492,000
冻结

9,970,12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乌鲁木齐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与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存
在关联关系。其他股东之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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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未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2、公司股东李汉贞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905,483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03,400 股。
3、公司股东张青峰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003,700 股。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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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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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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00%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4.49%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概述
2014年，面对氯碱市场持续低迷的严峻形势，公司全体员工凝心聚力、攻坚克难，确保生产装置平稳
高效运行，着力“稳存量、抓增量、调结构”，精耕细作氯碱主业，紧紧抓住自治区发展纺织服装产业带
动百万人就业的战略机遇，积极培育新的增长点，在“新常态”经营环境中创建了主业突出、产业链协调
发展的新格局。
新疆中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 60 万吨/年电石配套 60 万千瓦动力站项目稳妥推进，其中一期 60
万吨电石项目四台电石炉已于 2015 年 4 月送电成功，生产出电石产品。根据试生产计划，其余四台电石
炉将陆续试车调试，计划于 2015 年 6 月底之前全部投产。与电石项目配套的 60 万千瓦动力站项目正在积
极办理电力接入系统相关手续。中泰化学研发实验基地于 2014 年 7 月投用，为公司科技创新、加快科技
成果转化、产业转型及相关领域开拓奠定了基础。新疆中泰国信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一期年产 5,000 m3SCR
脱硝催化剂项目于 2014 年 7 月建成投产，运行良好，除向本公司下属公司供应产品外，积极开拓其他市
场。2014 年 12 月，公司完成向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增资并控股，有利于进一步稳固公司上下游产业
链基础，也培育了经济效益新的增长点。
2014年，公司生产聚氯乙烯树脂160.29万吨，同比增长4.36%；生产烧碱111.76万吨（含自用量），同
比增长2.87%；生产电石132.97万吨，同比增长8.01%；发电84.7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0.22%。2014年销售
聚氯乙烯树脂161.18万吨，销售烧碱108.97万吨；实现营业收入1,117,695.30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33,217.86万元。
（2）主营业务构成情况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成本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
(%)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分行业
工业

10,563,232,746.65 7,624,370,775.69

27.82

-11.29

-18.17

6.07

8,499,369,128.59 6,484,646,967.69

23.70

0.37

-7.91

6.85

分产品
聚氯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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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碱类产品
电

2,003,854,347.64 1,084,402,327.16

45.88

-5.20

-11.22

3.66

60,009,270.42

55,321,480.84

7.81

-95.47

-94.76

-12.62

疆内

1,358,007,796.30

864,181,701.61

36.36

-55.63

-43.05

-14.06

华东

3,060,015,769.20 2,266,723,656.44

25.92

-3.68

-18.59

13.56

华南

2,034,566,944.85 1,451,824,934.35

28.64

-10.75

-25.61

14.25

分地区

华北

387,970,375.25

301,201,339.56

22.36

74.89

44.05

16.62

华中

804,623,407.53

591,769,300.50

26.45

-27.87

-44.53

22.08

东北

22,906,752.14

17,077,193.86

25.45

-84.20

-86.50

12.68

西南

692,379,656.62

513,022,492.30

25.90

25.90

13.22

14.69

西北

34,626,429.47

27,088,779.74

21.77

62.47

33.73

16.82

2,168,135,615.29 1,591,481,377.33

26.60

57.57

33.89

12.98

出口

①报告期因电的结算方式调整致使自制电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下降。
②报告期，公司加大了对国外、东北、西北、华北等市场的开拓力度。
（3）核心竞争力分析
①拥有完整的产业链
公司近年来抢抓新疆发展的机遇，实现了产业链的不断完善，成为国内氯碱行业少数拥有完整一体化
产业链的优势企业。通过产业链的延伸，构建了氯碱、电石、热电、粘胶纤维、棉纺织及所需投入资源一
体化的价值体系，上下游相互配套，原料供应有保障，产品质量进一步提高，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公司建
立了氯碱、电石、热电配套一体化生产体系，并同步完善了研发、生产、环保、销售、物流系统化的职能
体系，实现了生产资源、管理资源等一系列资源的内部流通与共享，完整的产业一体化和主营产品的规模
效应，进一步突出公司在国内同行中的特色和优势。
②掌控丰富的资源
公司掌控了氯碱产业所需的煤炭、原盐、石灰石、电力等资源，在资源吸纳和控制的过程中，不断夯
实低成本和绿色生产的资源条件。具体有：
A、煤炭资源：公司已获得新疆准东煤田南黄草湖勘查区248.6平方公里的探矿权，矿区煤炭矿产资源
储量共计约147亿吨。
B、原盐资源：控股子公司托克逊盐化拥有开采权的盐矿已探明储量6,973万吨。
C、石灰石资源：全资子公司中鲁矿业拥有开采权的石灰石矿已探明储量4,971万吨；控股子公司奇台
矿产公司拥有的开采权的石灰石矿已探明储量1,814万吨。全资子公司中泰矿冶拥有阜康市双峰山石灰岩勘
查区6.24平方公里的探矿权。
③采用世界先进的技术与设备
公司采用世界先进的技术与设备，一方面有利于降低氯碱企业生产成本和治污成本，增加经济效益；
另一方面有助于公司实现安全生产、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近年来，公司积极采用世界先进的技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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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不断占领技术和绿色生产的制高点。离子膜烧碱生产采用瑞士博特公司粒碱生产工艺，引进目前世
界最先进的高电流密度零极距自然循环电解槽；聚氯乙烯聚合工艺采用天津大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聚合专
利技术，引进了国内先进成熟的108m3反应釜、溢流堰板浆料汽提塔、二段式沸腾干燥床等。
④技术研发优势
公司拥有一支掌握核心技术的专业化技术队伍。研发团队人员稳定，结构合理，具备较强的技术研发
能力。2010年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批准公司设立博士后工作站，开展聚氯乙烯生产绿色催化剂的研
究开发，现已通过中期科研成果验收。公司目前受理专利共计87项，发明专利22项，实用型新61项，外观
专利4项。已授权实用型新专利57项，外观专利4项，发明专利1项。近年来，公司积极与中科院长春应用
化学研究所、北京化工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新疆大学等国内科研机构、大专院校深度合作，建立
产学研合作平台，共同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公司在阜康工业园建设的研发实验基地已投入运行，
该研发实验基地以国家级化学工程实验室为标准、以特种聚合物产品研发、催化剂性能测试、高分子材料
检测中心为目标进行设计和建设，具备实现小试配方、中试生产、后期加工及性能测试评价体系等全套研
发功能，主要承担公司技术创新，构建产业技术研发平台。为实现公司产品转型，质量升级，结构调整，
拓展PVC下游加工使用领域提供技术支撑。
⑤良好的品牌形象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中心，与8国接壤，是通向中亚、西亚、南亚乃至欧洲的捷径。近几年，公司氯碱
产品在巩固疆内、外市场的同时，已出口到俄罗斯、中亚、南亚、南美洲和非洲等国家和地区，享有较高
的市场知名度和信誉，搭建了稳定的客户网络。进一步开辟国外市场，2014年新增10个国家业务。
（4）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①行业竞争格局及未来发展趋势
A、氯碱行业
2014年中国氯碱行业出现了多年未见的困难局面，但也呈现出了诸多显著变化。一方面，行业整合加
速进行，另一方面，电石法乙烯法两种工艺路线的成本博弈又起。2014 年9月份开始，由于国际油价的连
续下滑，乙烯价格大幅下调，乙烯法 PVC 成本降低，产品价格随之下调，由于国内电石料在产品质量和
出口方面与乙烯料仍有一定的差距，产品差价的减小，对电石料的销售造成极大的影响。国际油价连创新
低，且业内对 2015 年价格的预期并不乐观，但电石法 PVC 仍将是中国聚氯乙烯行业的最重要的组成部
分。
塑料作为基础材料之一，广泛应用于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而关联到聚氯乙烯方面，未来几年虽然仍
主要依靠房地产相关耗材来支撑整体 PVC 的主导消费，但除较传统占很大比重的管材、型材以外，未来
PVC 在改性及更多高新领域的应用也有着十分明朗的前景。近几年 PVC 产品正在向高端、改性及高竞争
力的方向发展。由于国内聚氯乙烯行情持续低迷，氯碱企业积极寻求差异化的产品，特种树脂和 PVC 专
用料的品种和产量出现明显增长，短时间内，发展特种树脂和 PVC 专用料仍是国内企业积极寻求出路的
方向。
B、粘胶短纤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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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胶短纤俗称“人造棉”，因其既可以进行纯纺，也可以和棉、毛及各种合成纤维进行混纺、交织，
在纺织服装领域和产业用纺织品领域被广泛应用。我国已成为全球粘胶纤维产品的最大生产国，2014年世
界粘胶纤维产量预计达到460万吨，其中中国占到约300万吨。但我国多年来追求量的激增，技术创新较国
际水平仍有较大差距，高附加值差别化产品相对匮乏，产品结构调整势在必行，粘胶行业提高差别化率、
提高产品附加值是未来发展主要方向。
近几年，受下游纺织服装行业终端消费及出口持续疲软，粘胶短纤行业市场价格从2011年持续下跌，
2014年价格维持在低位。提升产能集中和竞争能力的优势企业并购重组逐渐拉开帷幕。除了因为资金压力
而整合部分产能外，环保治理、环保项目边缘化也为加速行业整合淘汰落后产能起到催化剂作用。
粘胶短纤行业经过前几年的低速运营和并购重组，后期随着行业景气度的不断提升，新产能将不断扩
大，企业除了开发新客户新领域之外，也积极渗透下游棉纺行业。根据国家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大力
利用当地棉产地的优势，做大做强纺织产业的产业背景，自治区出台了关于棉纺企业在运费、使用地产棉、
电费等一系列的补贴政策。尤其是自治区当前重点推动的“两千万纱锭、百万人就业”战略，很好地承接
了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梯度转移，在未来将对整个纺织行业格局的升级调整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
响。
②公司发展战略和发展思路
公司经过五十多年的积累与发展，目前已经成为国内氯碱行业的龙头企业。氯碱行业的快速发展与国
民经济有着紧密的关系，近几年也面临着行业集中度低、产业布局不合理等突出问题，因此氯碱行业的规
模化和集约化是企业增强市场竞争能力的必然选择。借助于公司已形成的比较优势未来公司将围绕氯碱主
业上下游产业链进行全面延伸，开展跨界强强合作，通过外延内生并驱方式，“产品经营”和“资本经营”
双管齐下，着力构建上下游一体化产业集群，适时进行资本运营，发挥优势互补、产业协同效应，在最短
的时间里以最低的成本把规模做大，把企业做强。
公司将坚持技术创新，实施“立足现有装置，稳定产品质量；向乙烯法PVC看齐，提高产品质量；优
化产品结构，拓宽PVC应用领域”三步走战略。联合国内知名院校以及下游生产企业建立产业联盟的创新
研发平台，开拓片材、膜材等差异化、高端化市场。通过“以塑代钢、以塑代木”等PVC高端应用领域的
研究开拓，积极培育和引领终端市场，突破PVC发展瓶颈，将PVC打造成为生机勃勃的朝阳产业。目前公
司产品已销往全球主要经济区域市场，后续将充分利用香港离岸公司逐步完善自有的海外营销网络，借助
于渤商所聚氯乙烯树脂现货电子交易平台及阿里巴巴电商平台，不断探索“互联网+”的新兴商业模式，
逐步提升“青峰”品牌的知名度、信誉度。
2015年，面对经济“新常态”，行业结构深度调整，为公司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并购重组、强强联
合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公司将以结构调整、转型发展、并购重组为主线，紧紧抓住中央“一带一路”、自
治区发展纺织服装产业带动百万人就业的战略机遇，深入研究并充分运用改革带来的政策红利，坚持推进
价值创造与提质增效，加大运营转型与提升管理，深入推行“技术+市场+生产+物流”大联动机制，加强
风险防控，确保实现年度发展目标。公司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积极加大运营转型，进一步夯实管理
基础，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实现精益管理；二是继续提质增效，推动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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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转向质量效率型增长，实现新常态下的新发展；三是积极推进项目建设，提升项目管理，着力培育新的
经济增长点；四是实施金融创新，通过“财务+营销”的运营模式，与上下游客户协同发展，增加全产业
链条上的附加值，为企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五是继续优化产品结构，拓宽PVC应用领域。继续与PVC
下游生产企业进行研发合作，开拓差异化与高端化市场。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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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2014 年初，财政部分别以财会[2014]6 号、7 号、8 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
10 号、11 号、14 号及 16 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公允价值计量》、
财务报表列报（2014 年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职工薪酬（2014 年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2014 年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 40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
》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41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要求自 2014
——长期股权投资（2014 年修订）
年 7 月 1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鼓励在境外上市的企业提前执行。另外，财政
部以财会[2014]23 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2014 年修订）
》
（以下简称“金融
工具列报准则”），要求在 2014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该准则的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根
据上述各项规定，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1 日开始执行前述除金融工具列报准则以外的 7 项新颁布或修订的
企业会计准则，在编制 2014 年度财务报告时开始执行金融工具列报准则，并根据各准则衔接要求进行了
调整，对当期和列报前期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的影响如下：
单位：元

准则名称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及其对本公司的影响说
明

对 2014 年 1 月 1 日/2013 年度相关财
务报表项目的影响金额
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
增加+/减少-

《 企 业 会 计 准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
则第 2 号—— （2014 年修订）》之前，本公司对被投资单位
长期股权投资》 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
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
资，作为长期股权投资并采用成本法进行核
算。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
投资（2014 年修订）》后，本公司将对被投资
单位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
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
权投资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本公司采
用追溯调整法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进行会计
处理。
《企业会计准
则第 30 号—财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
（2014 年修订）》相关内容规定，将待抵扣增

长期股权投资

-49,272,129.89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49,272,129.89

应交税费-待抵
扣增值税进项税

410,096,88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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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报表列报
（2014 年修
订）》

值税进项税额列示为其他流动资产，并对应交
税费年初数进行重分类。
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中权益法
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
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按照准则规定从资本
公积中重分类至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流动资产

410,096,881.51

资本公积

-91,296.01

其他综合收益

68,472.01

递延所得税负债

22,824.00

以上修订后的会计政策主要是财务报表项目列示的调整，影响公司期初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减少
22,824.00 元，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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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增加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减少新疆库尔勒化工有
限公司。
①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A、本年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元
被购买方名称

股权取得时点

新疆富丽达

2014.12.25

股权取得成本

股权取得比例（%）
46.00

1,092,191,195.93

股权取得方式
增资入股

续：
被购买方名称
新疆富丽达

购买日
2014.12.25

购买日的确定依据

购买日至年末被购买方
的收入

购买日至年末被
购买方的净利润

签署增资协议

注：本公司合并新疆富丽达报表日为2014年12月31日。
分步实现企业合并且在本年取得控制权的情况
单位：元
取得股权时点

取得成本

取得比例（%）

取得方式

2014.2.28

477,258,040.00

30.00

增资入股

2014.12.25

614,933,155.93

46.00

增资入股

注：本公司以经正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确定的评估基准日为2014年2月28日的新疆富丽达净
资产评估值111,360.21万元作为入资依据（《新疆富丽达拟增资扩股项目涉及其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
告》（正衡评报字【2014】029号）），投入现金477,258,040.00元并占有新疆富丽达30%股权比例。
2014年12月25日，本公司与新疆富丽达签订增资协议，继续以2014年2月28日的新疆富丽达净资产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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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值111,360.21万元作为基础，并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的《新疆富丽达审计报告》（瑞华专审
字【2014】第65010002号）为依据，以2014年11月30日为审计基准日，2014年2月28日至2014年11月30日
新疆富丽达审计后的净资产增加值为54,960.97万元作为计算增资依据，本公司向新疆富丽达以现金增资
593,877,545.00元，增资完成后，本公司合计持有新疆富丽达46%的股权。
按照协议约定，本公司在2014年12月底前完成应增资593,877,545.00元的50%，剩余部分296,938,772.50
元于2015年6月30日前到位。
B、合并成本及商誉
单位：元
项 目

新疆富丽达

合并成本
—现金

774,196,812.50

—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
—发行或承担的债务的公允价值
—发行的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
—或有对价的公允价值
—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股权于购买日的公允价值
—其他

21,055,610.93

合并成本合计

795,252,423.43

减：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794,458,947.55

商誉/合并成本小于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金额

793,475.88

注：其他项为本公司第一次投资在2014年2月28日至2014年11月30日以及两次投资在2014年11月30日
至合并购买日2014年12月31日期间按投资比例对新疆富丽达经营增值计算应享有的份额。
合并成本公允价值的确定方法：合并对价中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以经正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按
资产基础法确定的估值结果确定。被合并净资产公允价值以经正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按收益法确定的
估值结果确定。
C、被购买方于购买日可辨认资产、负债
单位：元
项目

新疆富丽达
购买日公允价值

资产总计

购买日账面价值

5,238,896,555.31

5,143,540,701.93

货币资金

211,264,359.28

211,264,359.28

应收票据

112,250,800.00

112,250,800.00

应收账款

95,582,114.62

95,582,114.62

预付款项

126,577,152.78

126,577,152.78

其他应收款

212,551,085.69

212,551,08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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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

678,548,340.84

678,548,340.84

其他流动资产

43,195,888.34

43,195,888.34

长期应收款

20,600,000.00

20,600,000.00

长期股权投资

446,250.84

446,250.84

固定资产净额

3,036,484,878.34

2,985,269,312.48

在建工程

533,859,183.21

533,859,183.21

无形资产

148,172,715.98

104,032,428.46

18,590,523.82

18,590,523.82

长期待摊费用

455,132.31

455,132.31

递延所得税资产

318,129.26

318,129.26

3,124,246,319.42

3,104,462,715.86

短期借款

300,000,000.00

300,000,000.00

应付票据

270,958,130.00

270,958,130.00

应付账款

1,181,737,490.25

1,181,737,490.25

预收款项

37,187,076.55

37,187,076.55

1,359,482.37

1,359,482.37

应交税费

95,411,399.67

95,411,399.67

应付利息

511,114.66

511,114.66

其他应付款

223,754,092.26

223,754,092.26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39,576,269.11

139,576,269.11

长期应付款

803,223,224.99

803,223,224.99

递延收益

46,436,166.64

46,436,166.64

递延所得税负债

24,091,872.92

4,308,269.36

2,114,650,235.89

2,039,077,986.07

98,373,024.16

98,373,024.16

2,016,277,211.73

1,940,704,961.91

商誉

负债合计

应付职工薪酬

净资产
减：少数股东权益
取得的净资产

注：可辨认资产、负债公允价值按照资产基础法评估值并对其评估增减值在相关资产存续期间摊销计
算调整确定。
D、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股权按照公允价值重新计量产生的利得或损失
单位：元
被购买方 购买日之前原持有 购买日之前原持有 购买日之前原持有 购买日之前原持有 购买日之前与
股权在购买日的账 股权在购买日的公 股权按照公允价值 股权在购买日的公 原持有股权相
名称
重新计量产生的利 允价值的确定方法 关的其他综合
面价值
允价值
收益转入投资
得或损失
和主要假设
收益的金额
新疆富丽达

795,252,423.43

794,458,947.55

793,475.88

收益法评估值

②单次处置对子公司投资即丧失控制权的情形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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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价款与处置投
股权处置 股权处置 丧失控制权 丧失控制权时点 资对应的合并报表
子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价款
层面享有该子公司
比例（%） 方式
的时点
的确定依据
净资产份额的差额
新疆中泰化学
库尔勒化工有 57,455,345.01
限公司

100.00

注销

2014.2.28

清算注销

（4）董事会、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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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2015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负值
净利润为负值
2015 年 1-3 月净利润（万元）
2014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2,000

至

-9,000
9,622.71

业绩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2015 年一季度公司主
要产品聚氯乙烯树脂、烧碱价格较上年同期有
较大幅度下降。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洪欣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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