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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告 摘 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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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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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Eli�Glazer

（艾利.格雷泽）

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Ofer�Lifshitz

(奥夫.里弗谢茨)

董事 胡均 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张文学

董事 李英翔 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俞春明

4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2018年3月21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批准2017年利润分配预案， 因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值，公

司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该预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云天化 60009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钟德红 苏云

办公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滇池路1417号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部

云南省昆明市滇池路1417号云南云天

化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电话 （0871）64327127 （0871）64327128

电子信箱 zhongdehong@yth.cn suyun@yth.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的主要业务

公司按照“肥为基础、肥化并举、相关多元、转型升级” 的发展战略，主要从事化肥的研发、制造与销售业务；拥有磷矿

资源，从事磷矿采选及经营；发展以聚甲醛为主要产品的工程材料产业；并结合主业开展商贸物流业务。

1.化肥业务方面。 公司拥有国内先进的大型化肥生产装置，依托管理和技术力量，主要生产磷酸一铵、磷酸二铵、尿素、

复合肥等化肥产品。 在生产销售化肥产品的同时，公司致力于新型化肥产品研发和农化技术服务水平提升，将公司打造成

为现代农业服务的提供商。

2.磷矿采选业务方面。 公司拥有磷矿资源和先进的磷矿石剥采、浮选生产技术，生产的磷矿主要作为下游磷肥生产原

料，部分磷矿产品对外销售。

3.工程材料业务方面。公司主要产品为聚甲醛。公司聚甲醛产品主要原料甲醇部分采用自产，其余部分通过外采获得。

聚甲醛是一种性能优良的工程塑料，广泛用于制造各种滑动、转动机械零件、齿轮、杠杆、滑轮、链轮的原材料。

4.商贸物流业务方面。 公司结合主业，主要经营化肥、化肥原料和农产品、农资商品等产业链上下游互补的贸易和物流

业务，通过化肥与原料对流、化肥与粮食对流降低综合物流成本。

(二)公司的经营模式

1.化肥业务经营模式说明

公司以“做强基础肥，做优新型肥，提供作物种植实施方案” 作为化肥产业定位，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以市场和

资源匹配为导向，以实现生产过程精益化为目标，努力挖掘资源优势，生产质量稳定、满足客户需求、行业成本领先的产品。

公司推动基础肥提质升级，加强新型肥研发，逐步形成“基础产品升级+新型产品” 的多层次肥料产品结构体系。 通过强化

农化服务能力和营销模式变革，逐步推进公司从“制造型” 向“制造服务型” 转变，不断完善向农业生产者“提供系统服务

解决方案” 的商业模式。 公司高度重视安全环保管理，持续提升本质安全和环境保护水平，着力打造和培育安全环保竞争

新优势。

公司依托自身磷矿资源作为磷肥产品主要原料，以自身拥有煤炭资源作为部分氮肥产品原料，其他化肥生产所需的原

料、能源主要采取外购。 公司靠近市场或依托资源拥有多个大型化肥生产基地，拥有多套国内先进的磷肥、氮肥生产装置，

在生产运营、装置维护、安全环保和质量管控方面具有优势。 通过生产技术创新和运营管理优化，着力推进精益生产，公司

多年来不断追求生产装置的安全、稳定、长周期、满负荷、高品质运行，是公司实现产品品质稳定和降低运行成本的最重要

保证。

公司化肥产品的销售主要通过公司下属销售子公司进行统一管理，各级经销商进行分销的模式实现销售。为适应不断

变化的化肥市场，公司积极探索和实施直销模式、智能配肥、农资电商平台等销售模式。公司积极推广测土配方、智能配肥、

水溶肥等新模式在现代农业中的运用， 并强化农技支持、 农业专家咨询等农化服务水平， 逐步实现公司化肥业务模式从

“卖产品” 向“产品+服务” 和“提供定制解决方案” 转变。

2.磷矿采选经营模式说明

公司开采自有磷矿资源，利用剥采、浮选技术生产符合化肥、化工生产品位要求的磷矿。 通过加强配矿管理，强化矿际

间配矿的统筹协调，提升浮选装置利用率，有效利用中低品位磷矿，保护磷矿资源，确保采选矿石的质量，降低磷矿产品综

合成本。 公司以自有磷矿采选磷矿石作为磷肥生产主要原料，同时结合自产情况和公司磷肥生产原料矿石品位需求，制定

外采计划，对磷矿石进行集中采购。公司生产的磷矿产品，除主要作为公司内下游磷肥和复合肥的生产原料外，根据市场和

产品需求进行部分对外销售。

3.工程材料经营模式说明

目前公司拥有年产9万吨聚甲醛、年产1万吨季戊四醇和26万吨甲醇产能，是国内最大的聚甲醛产品生产商。报告期内，

公司统合聚甲醛产业研发、生产、销售资源投资成立全资子公司天聚新材。 天聚新材通过技术改造，不断优化生产工艺，进

一步提升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开发出聚甲醛新牌号系列产品和模垢改善产品投放市场；聚甲醛进口料的国产化替代

取得成效；通过精准营销、技术营销、标杆营销、代理营销等方式持续保有客户并不断开发新市场。 公司生产甲醇产品部分

作为聚甲醛和季戊四醇产品原料，其余部分对外销售。

4.商贸行业经营模式说明

商贸物流是公司业务的重要补充。 公司通过粮食、化肥、农资商贸业务的开展，为公司更好的服务农业市场，加强农资

和农作物相关产业链的建设创造了条件。 报告期，公司稳健推进粮食、化肥、农资产品等国内贸易业务，发挥外贸业务平台

优势，不断优化调整进口大豆贸易业务，并积极推进东南亚粮食贸易业务。物流业务是公司重要的业务环节，链接了公司的

采购、生产和销售，提升公司运行效率。报告期内，公司整合内部物流资源，设立物流中心作为物流专业化管理平台，主要负

责公司的物流业务，通过优化多式联运和运输组织，通过持续开展海铁联运、江铁联运，降低公司原料和产品的物流成本。

（三）行业情况说明

1.化肥行业基本情况

报告期内，化肥行业逐步显现复苏迹象，供大于求的局面正在逐步缓解，主要表现在化肥产量创2009年以来的新低，市

场需求增长有所放缓，化肥市场价格整体回升。 国际化肥产能继续扩张，化肥进口量持续增加，进一步倒逼国内竞争的加

剧。 报告期内，化肥生产主要原料煤炭、硫磺价格同比显著上涨，推动化肥企业生产成本迅速上升。 同时国家加大了环保督

查和问责力度，长江经济带的建设和各地对环保监督力度的不断加大，对化肥生产行业在高效、安全、环保、绿色方面提出

更高要求，部分市场竞争力弱、安全环保不达标的化肥生产企业退出竞争。 受此影响，国内磷肥、氮肥实物产量较2016年下

降。 行业内拥有技术优势、环保优势和资源优势的大型企业在经历过去几年行业低谷后经营情况得到改善。

2.磷矿采选行业基本情况

报告期内，磷矿采选行业产能扩张速度减缓，产能开工率不足，生产量减少。 受环保政策日益严格影响，尤其是建立大

熊猫生态圈，德阳地区磷矿石全面限产，以及长江中下游环保督查趋严等因素影响，四川、湖北等磷矿石主产区磷矿石供应

减少，部分地区磷矿石价格上涨。

3.工程材料行业基本情况

公司生产销售以聚甲醛产品为主的工程材料产品。 报告期内，聚甲醛产品价格大幅上涨。 主要因素是受到我国对部分

进口聚甲醛产品征收反倾销税，以及近年来行业持续亏损因素影响，国内同质化聚甲醛企业出现关停。报告期内，下游行业

逐步复苏需求增加，聚甲醇产品价格上涨，需求旺盛，聚甲醛产品盈利能力显著增强。

4.商贸物流的基本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开展国内化肥贸易、国内粮食贸易和进口农产品贸易。 2017年，化肥市场供过于求的局面得到一定

缓解，化肥价格普遍上涨。玉米贸易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开始显现，去库存的力度加大，市场化程度提高，2017年

价格出现回升，国内玉米价格维持整体上涨的走势。 大豆贸易进口方面，2017年我国大豆进口数量再创新高达到历史最高

纪录9,554万吨（海关总署数据），消费量随着饲料需求及深加工需求的提升而增加明显，国内大豆压榨行业和饲料行业需

求旺盛。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63,556,638,578.29 68,379,547,350.96 67,724,346,325.98 -7.05 67,715,009,508.99 67,077,031,652.28

营业收入 55,971,434,741.59 53,006,165,363.75 52,633,726,963.97 5.59 50,490,456,354.59 50,266,903,519.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01,858,548.41 -3,255,859,583.95 -3,359,492,389.33 不适用 204,905,285.23 101,191,532.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904,083,657.41 -3,500,851,838.50 -3,500,851,838.50 不适用 -472,799,745.15 -472,799,745.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640,745,087.85 4,111,727,318.20 3,884,107,154.68 -11.45 5,855,167,507.10 5,634,273,506.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738,403,270.03 1,894,723,028.78 1,840,996,777.12 44.53 3,178,140,896.27 2,821,442,956.93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元／股）

0.1528 -2.4876 -2.5668 不适用 0.1814 0.0896

稀 释 每 股 收 益

（元／股）

0.1528 -2.4876 -2.5668 不适用 0.1814 0.08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95 -57.86 -62.10

增加62.81个百

分点

3.53 1.81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16,199,039,633.49 13,677,897,358.42 16,092,568,908.31 10,001,928,84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0,121,994.71 -355,567,805.58 346,457,768.59 180,846,590.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20,861,187.50 -627,041,088.29 -154,551,300.87 -101,630,080.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2,876,163.10 255,968,626.2 865,950,198.93 1,573,608,281.81

说明：营业收入变动原因：第二季度营业收入减少主要是贸易业务减少及自制产品销量减少，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减少

主要是受人民币汇率波动影响及大豆进口审批严格公司减少了商贸大豆业务规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变动原因： 第二季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较一季度减

少，主要是二季度进入用肥淡季，磷肥主要为出口销售，价格较国内市场偏低，销量较少，磷酸一铵、磷酸二铵销量较一季度

减少51万吨，尿素销量较一季度减少18万吨，导致销售毛利较一季度减少约5亿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第二季度比第一季度增加2.13亿元，主要是第二季度加大清收货款力度，控

制贸易业务规模，较第一季度减少预付款项；第三季度比第二季度增加6.10亿元，主要是第三季度公司主要产品价格逐步

恢复，毛利增加，经营亏损下降；第四季度比第三季度增加7.08亿元，主要是第四季度公司主要产品价格较前三季度有所上

升，经营亏损下降，以及公司加强货款清收力度，应收款项大幅减少。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不适用

公司2017年9月收购了同一控制下企业天宁矿业， 按照会计准则规定对2017年第一季度和半年度数据进行了追溯重

述。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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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7,83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7,77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云天化集团 10,015,562 617,022,121 46.70 0 质押 230,000,000 国有法人

以化投资有限公

司

0 199,249,088 15.08 199,294,088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云南省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0 41,155,046 3.11 0 无 国有法人

云南江磷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0 15,715,004 1.19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云南省工业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0 15,500,000 1.17 0 无 国有法人

哈尔滨龙晟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0 10,387,060 0.79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景

顺长城量化精选

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7,316,556 7,316,556 0.55 0 未知 未知

高进华 633,200 6,719,114 0.51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申万宏源证券有

限公司

6,226,800 6,226,800 0.47 0 未知 国有法人

邢西明 2,620,200 5,241,164 0.4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与第2至第10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非一致行动人，第2名至第10

名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情况未知。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60亿元，同比增加5.59%，实现利润总额4.22亿元，同比增加36.05亿元。

2017年，全球经济保持温和复苏势头，国内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国内化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初见成效,受到供求关系影响和原料价格上涨推动，化肥产品市场价格出现恢复性增长；聚甲醛产品盈

利水平迅速提升。公司抓住有利时机，聚焦主业，精益生产，推进市场开拓和产品结构升级，加快实施改革激发企业活力，内

部变革红利陆续释放，有效提升企业经营绩效。

报告期内，公司强化生产运行效率效益管理。 加强全价值链管理力度,构建了集采购、生产、管理、营销经营各环节有效

协调、高效配合、无缝对接的运营管理体系，协同效应和运营效率逐步提升。 倡导“精益生产” 理念，充分发挥生产管理优

势，持续开展生产技术创新，主要生产装置实现长周期稳定运行，主要生产消耗持续降低，产品质量保持稳定。 积极实施战

略采购，提升采购集中度和供应商整合度，运用好硫磺集中采购平台，积极开展电力市场化交易，有效应对合成氨、煤炭、硫

磺等大宗商品和电力价格上升的不利影响，公司原料、动力成本得到较好控制。整合物流中心作为物流集中管理平台，实施

精细化物流管理，争取铁路优惠价格，采用沿海铁路集装箱运输等物流创新模式，物流费用得到有效控制。

报告期内，公司着力培育安全环保新优势。 2017年，公司把安全环保作为竞争新优势来培育，认真践行绿色和生态环保

发展新理念，较好地应对了安全环保新挑战。 安全环保继续保持较好态势，实现了“零死亡”“零污染” 目标,千人负伤率为

0.04。 磷化集团、天安化工、金新化工、红磷分公司等10余户企业接受30余次国家安全环保大督查，未发现重大隐患。 天安化

工、三环中化荣获“石油和化工行业绿色工厂” 称号。 公司持续推进矿山生态文明建设，磷化集团矿山复垦率达到94%，东

明矿业通过国家级绿色矿山核查。

报告期内，公司营销变革持续深入推进。 着力打造面向市场的专业化营销组织和营销机制，通过市场化引入营销人员,

配套建立竞争淘汰机制，构建创业型营销团队，激发了营销队伍的活力。 公司积极推进“新产品、新市场、新商业模式” 战

略，基础肥销售方式明显改善，复合肥销量创历史新高，各类转型升级产品及复合肥新产品增长迅速，聚甲醛产品量价齐

升；新的市场渠道开发成效显著，各类化肥在南方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升，加快缅甸、澳新、印度等国际市场布局，聚甲醛新

客户开发成效显著，直销客户显著增加。

报告期内，公司组织变革持续深入。内部变革和机制优化成效明显，公司所属各主要分子公司组织机构大幅优化；实施

“双效工资” 管理以及分子公司高管梯级激励模式，营销、研发等核心骨干薪酬与业绩目标实现有效挂钩，增强了业绩和薪

酬的匹配性。完善了经营者市场化管理机制和管理模式，对聚甲醛产业实施的“事业部” 管理机制取得较好成效，加速推进

重要分子公司试点“契约化” 管理机制；通过组织选拔、组阁聘任、公开选聘、市场聘任相结合，逐步形成职务能上能下、收

入能高能低的市场化管理新机制。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管理和风险控制进一步加强。 公司统筹资金筹措，创新融资方式，拓宽融资渠道，有效保障了公司

资金安全。 加强母子公司资金统筹,资金集中度持续提升,集团化财务管控能力持续提升，资金综合成本的上涨得到较好控

制。 健全以业务流程为核心的内控体系，强化制度落实和体系运行，防范和减少各类管理缺陷。 重点监控存货、应收款项等

项目，开展应收款项控制专项工作。加强分析预测，滚动分析预测和专项分析预测相结合，推行目标成本管理，从利润、产销

存、原材料、费用控制、经营现金流等方面,系统开展分析预测，研判市场变化，持续增强财务决策支持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优化工作成效明显。公司将所持青海云天化96.43%股权转让给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属

全资子公司云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将所持有的纽米科技46%的股权、 瀚恩新材100%的股权转让给控股股东云天化集

团；收购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持有的天宁矿业51%股权；引入战略投资者对公司全资子公司金鼎云天化进行增资扩股。 通

过这一系列的资产优化工作，剥离亏损资产，盘活低效资产，改善了公司资产结构，提升了资产质量，增强了抗风险的能力

和盈利能力。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2017年8月29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

议案》。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

号）的要求，公司将调整财务报表列报，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 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他收益” 项目，将自2017年1月1日

起与企业日常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从利润表“营业外收入” 项目调整为利润表“其他收益” 项目列报。

2018年3月21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

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于2017年4月28日下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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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会〔2017〕13号）、2017年12月25日下发了《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财会〔2017〕30号）的要求，公司在资产负债表中新增“持有待售资产” 和“持有待售负债” 行项目；在利润表中新增

“资产处置收益” 、“其他收益”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 和“（二）终止经营净利润” 行项目。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构成影响，也不涉及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仅影响财务报

表项目列示。 利润表原列示于“营业外收入” 的金额117,178,415.09元现列示在“资产处置收益” 项目，原列示于“营业外收

入” 的金额115,514,501.30元现列示在“其他收益” 项目。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1）报告期内，公司收购云南天宁矿业有限公司51%的股权，成为云南天宁矿业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云南天宁矿业有限

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报告期内，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珠海云聚天下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水富云天化以聚甲醛产品事业部整体资产及相关负债打包设立全资子公司重庆聚甲醛新

材料有限公司。

（4）报告期内，公司、公司子公司吉林云天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及非关联单位哈尔滨万里利达米业有限公司共同设

立黑龙江云天化农业物产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30%、40%、30%，因本公司合计持有其70%表决权而达到控制，将其纳

入公司合并表范围。

（5）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云南云天化联合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商务” ）与贵州开磷控股（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开磷集团” ）、瓮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瓮福集团” ）对联合商务的下属子公司天际资源

（迪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际资源” ）进行增资，增资后联合商务对天际资源持股45%、开磷集团持股40%，瓮福集团

持股15%。 同时，天际资源于本年成立全资子公司天际资源（贵阳）供应链有限公司、天际资源（昆明）供应链有限公司。

（6）报告期内，公司转让持有的青海云天化国际化肥有限公司96.43%股权，不再持有该公司股权，不再纳入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

（7）报告期内，公司转让重庆云天化纽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46%股份给云天化集团有限公司后，云天化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重庆云天化纽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50.63%股份，成为其控股股东，公司持有该公司29.09%股权，且未再派遣董事，对该

公司不具备重大影响，该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8）报告期内，公司转让重庆云天化瀚恩新材料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该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9）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云南金鼎云天化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引入投资者增资扩股，增资后增资方金鼎嘉钦工贸有限

公司持有该公司55%股权，公司持有45%股权，该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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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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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聘任的2017年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

通合伙）的聘期即将届满。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系合格、专业的会计审计机构，在担负公司审计的工作

中，态度认真、工作严谨、行为规范，结论客观。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一年，董事会授权公司经理层与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商定2018年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的审计费用。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7年度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过程中，遵循了独立、客

观、公正的执业准则，顺利完成年报审计和内控审计的任务。 公司拟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8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同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将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自担任公司审计机构以来，重视了解公司经营

情况，关注公司内部控制建设，保持与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沟通；在对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过程中，遵循独立、客观、公正

的执业原则，本着严谨求实、独立客观的工作态度，勤勉尽责地履行了审计职责。 公司拟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同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将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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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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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1.关于此项关联交易表决的情况：关联董事张文学先生、胡均先生、李英翔先生、俞春明先生、Ofer� Lifshitz(奥夫.里弗谢

茨)先生、Eli� Glazer（艾利.格雷泽）先生回避了该项议案的表决。 该议案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均属本公司与关联方日常生产经营中的必要的、持续性业务，对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无不利影

响，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一、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8年3月21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5票同

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张文学先生、胡均先生、李英翔先生、俞春明先生、Ofer� Lifshitz(奥夫.里弗谢茨)先生、Eli� Glazer（艾利.格雷泽）

先生回避了该项议案的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并就此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7年 2017年

关联关系 备注

预计发生数 实际发生数

向 关

联 人

购 买

原 材

料、产

品

内蒙古大地云天化工有限公司 磷酸二铵 130,000 105,215.05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磷化集团海口磷业有限公

司

磷酸、磷肥产品、水电气等 107,000 94,728.79 联营企业

中轻依兰（集团）有限公司

水电气、食品级磷酸、劳保用品

等

18,000 15,216.59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云天化石化有限公司

液硫、液氨、原料煤、塑料原料

等

8,000 6,434.06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华源包装有限公司 包装物 6,900 6,213.22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富源县天鑫煤业有限公司 煤炭 22,000 6,168.07 子公司联营企业 备注1

云南江川天湖化工有限公司 磷矿石 6,000 5,485.29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省水富县天盛有限责任公

司

包装物 4,500 4,299.58

同受关键管理理人员

控制

云南山敏包装有限公司 包装物 8,000 1,906.24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备注2

江苏马龙国华工贸股份有限公

司

黄磷 4,200 143.54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备注3

重庆云天化纽米科技有限公司 水电气等 47 46.24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小计 314,647 245,857

接 受

关 联

人 提

供 的

劳务

云南磷化集团海口磷业有限公

司

排渣费、机车作业费、消防保卫

费等

7,500 7,423.18 联营企业

云南天鸿化工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

工程费用、修理费、劳务费 4,800 4,586.98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云天化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检验、检测费 1,000 863.42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重庆云天化瀚恩新材料开发有

限公司

研发费、检测费 634 633.5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省化工研究院

工程费用、技术服务费、检测

费、设计费等

1,200 540.24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备注4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综合服务费、餐饮、住宿和会议

接待等

600 404.29 母公司

云南山立实业有限公司 物管费、会务费、场地占用费等 400 300.05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三益有色金属储运有限责

任公司

仓储服务 300 221.26 子公司联营企业

富源县天驰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运输服务费 200 162.1 子公司联营企业

云南天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管费、停车费 186 154.3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云天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系统开发、信息服务费 150 100.29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小计 16,970 15,390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原 材

料、产

品

云南磷化集团海口磷业有限公

司

硫磺、磷矿石、液氨、食品级磷

酸、水电气、试剂和油料等

80,000 70,779.78 联营企业

江苏马龙国华工贸股份有限公

司

黄磷、水电气 36,000 25,595.58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备注3

中轻依兰（集团）有限公司 黄磷 15,000 6,633.55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备注5

云南云天化石化有限公司 水、电、蒸汽、液氮、硫酸等 5,400 4,121.88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云天化氟化学有限公司 水、电、蒸汽、纯碱、氢氧化铝等 1,800 1,762.15 联营企业

云南华源包装有限公司 旧包装袋、塑料原料 1,600 1,466.34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省水富县天盛有限责任公

司

水电气、塑料原料 1,300 996.43

同受关键管理理人员

控制

云南天耀化工有限公司 黄磷、五氧化二磷等 731 730.98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山敏包装有限公司 塑料原料 400 363.62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云天化梅塞尔气体产品有

限公司

水电气等 400 302.43 子公司联营企业

云南景成基业建材有限公司 水电气、蒸汽等 400 234.77 子公司联营企业

内蒙古大地云天化工有限公司 重钙、硫酸钾 68 67.98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重庆云天化瀚恩新材料开发有

限公司

水电气、其他材料 22 18.29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昆明云天化纽米科技有限公司 水电气、其他材料 20 13.98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天鸿化工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

水电气、油料等 300 13.44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瓮福云天化氟化工科技有

限公司

水电气、油料等 100 2.84 联营企业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水电气、其他材料 母公司

小计 143,541 113,104

向 关

联 人

提 供

劳 务

云南磷化集团海口磷业有限公

司

物流服务、矿山爆破、维修服

务、技术服务

20,000 19,024.37 联营企业

云南云天化石化有限公司

运输服务、维修服务、仓储服务

等

750 605.18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中轻依兰（集团）有限公司 检测费 450 428.51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内蒙古大地云天化工有限公司 装卸服务、援建劳务费 278 277.31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江苏马龙国华工贸股份有限公

司

货代服务 100 5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重庆云天化瀚恩新材料开发有

限公司

维修服务 28 27.36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昆明云天化纽米科技有限公司 运输服务、维修服务 8 7.42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重庆云天化纽米科技有限公司 运输服务、维修服务 4 3.24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维修服务 20 母公司

重庆国际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维修服务、代理费等 6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小计 21,698 20,423

承 租

关 联

方 的

资产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楼、高边车、平板车和其他

房屋等租赁

1,900 1,512.65 母公司

云南山立实业有限公司 保障房、其他房屋等租赁 500 478.7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中轻依兰（集团）有限公司 装置、房屋租赁 460 456.24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金鼎云天化物流有限责任

公司

办公楼、仓库等租赁 子公司联营企业

云南三益有色金属储运有限责

任公司

铁路专用线、仓库等租赁 子公司联营企业

云南天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房屋租赁 1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重庆云天化瀚恩新材料开发有

限公司

房屋租赁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小计 2,960 2,448

向 关

联 方

出 租

资产

云南磷化集团海口磷业有限公

司

罐车、房屋等租赁 3,000 2,877.39 联营企业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房屋、车库等租赁 1,000 673.96 母公司

云南天鸿化工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

吊车、房屋等租赁 200 162.8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云天化石化有限公司 变压器、房屋、场地等租赁 200 125.59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瓮福云天化氟化工科技有

限公司

房屋租赁 1,100 联营企业 备注6

小计 5,500 3,840

合计 505,316 401,061.52

备注：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与实际金额差异的原因说明：

1.�公司向富源县天鑫煤业有限公司购买原材料2017年实际较2017年预计减少，主要是因为2017年煤炭价格上涨及供

应不足，富源县天鑫煤业有限公司2017年总供应量大幅减少。

2.�公司向云南山敏包装有限公司购买原材料2017年实际较2017年预计减少，主要是因为青海云天化对其采购较多，而

2017年上半年公司出售了青海云天化股权；同时由于2017年云南山敏包装有限公司产量有所减少，供应量也有所缩减。

3.�公司向江苏马龙国华工贸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产品2017年实际较2017年预计减少，主要是因为公司缩减商贸业务规

模，停止了该笔贸易采购；向其销售产品2017年实际比2017年预计减少，主要是公司黄磷减产，黄磷销售大幅减少。

4.�公司接受云南省化工研究院提供的劳务2017年实际较2017年预计减少，主要是公司部分技改工程进度放缓，

5.�公司向中轻依兰（集团）有限公司销售原材料和产品2017年实际较2017年预计减少，主要是因为子公司黄磷减产，

黄磷销售大幅减少。

6.�公司向云南瓮福云天化氟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资产出租2017年实际较2017年预计减少，主要是因为根据工程进

度，相关土地尚未出租。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8年

关联关系 备注

预计发生数

向 关

联 人

购 买

原 材

料、产

品

内蒙古大地云天化工有限公司 磷酸二铵 130,0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备注1

云南磷化集团海口磷业有限公司 磷酸、磷肥产品、水电气等 120,000 联营企业 备注2

中轻依兰（集团）有限公司 水电气、食品级磷酸、劳保用品等 15,0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云天化石化有限公司 液硫、液氨、原料煤、塑料原料等 29,0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备注3

云南华源包装有限公司 包装物 6,9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富源县天鑫煤业有限公司 煤炭 26,000 子公司联营企业 备注4

云南江川天湖化工有限公司 磷矿石 6,0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省水富县天盛有限责任公司 包装物 5,000

同受关键管理人员控

制

云南山敏包装有限公司 包装物 2,1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白象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包装物 4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天耀化工有限公司 聚磷酸铵 2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省化工研究院 腐植酸助剂及PO酶等 1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重庆国际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短切沙（改性聚甲醛原材料） 3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小计 341,000

接 受

关 联

人 提

供 的

劳务

云南磷化集团海口磷业有限公司 排渣费、机车作业费、消防保卫费等 8,500 联营企业

云南天鸿化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费用、修理费、劳务费 6,5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备注5

云南云天化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检验、检测费 1,6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重庆云天化瀚恩新材料开发有限公

司

研发费、检测费 1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省化工研究院

工程费用、技术服务费、检测费、设计

费等

1,0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备注6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综合服务费、餐饮、住宿和会议接待

等

1,800 母公司 备注7

云南山立实业有限公司 物管费、会务费、场地占用费等 7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富源县天驰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运输服务费 300 子公司联营企业

云南天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管费、停车费 3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云天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系统开发、信息服务费 1,1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备注8

云南金鼎云天化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物流仓储 4,100 子公司联营企业 备注9

小计 26,000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原 材

料、产

品

云南磷化集团海口磷业有限公司

硫磺、磷矿石、液氨、食品级磷酸、水

电气、试剂和油料等

76,000 联营企业 备注2

江苏马龙国华工贸股份有限公司 黄磷、水电气 26,0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中轻依兰（集团）有限公司 黄磷 6,0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云天化石化有限公司 水、电、蒸汽、液氮、硫酸等 20,0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备注3

云南云天化氟化学有限公司 水、电、蒸汽、纯碱、氢氧化铝等 2,900 联营企业 备注10

云南华源包装有限公司 旧包装袋、塑料原料 3,3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备注11

云南省水富县天盛有限责任公司 水电气、塑料原料 1,000

同受关键管理人员控

制

云南天耀化工有限公司 黄磷、五氧化二磷等 1,6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备注12

云南山敏包装有限公司 塑料原料 5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云天化梅塞尔气体产品有限公

司

水电气等 400 子公司联营企业

云南景成基业建材有限公司 水电气、蒸汽等 300 子公司联营企业

内蒙古大地云天化工有限公司 重钙、硫酸钾 8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备注1

重庆云天化瀚恩新材料开发有限公

司

水电气、其他材料 5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昆明云天化纽米科技有限公司 水电气、其他材料 5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天鸿化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水电气、油料等 2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瓮福云天化氟化工科技有限公

司

水电气、油料等 2,500 联营企业 备注13

云南金鼎云天化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水电、化肥产品 4,700 子公司联营企业 备注9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水电气、其他材料 1,100 母公司

小计 147,850

向 关

联 人

提 供

劳务

云南磷化集团海口磷业有限公司

物流服务、矿山爆破、维修服务、技术

服务等

14,000 联营企业

云南云天化石化有限公司 运输服务、维修服务、仓储服务等 1,9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备注3

中轻依兰（集团）有限公司 检测费 5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内蒙古大地云天化工有限公司 装卸服务、援建劳务费 1,2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备注1

重庆云天化瀚恩新材料开发有限公

司

维修服务 5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昆明云天化纽米科技有限公司 运输服务、维修服务 6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重庆云天化纽米科技有限公司 运输服务、维修服务 1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天鸿化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运输服务、加工服务 5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云天化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维修服务 5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省水富县天盛有限责任公司 维修服务 100

同受关键管理人员控

制

云南云天化梅塞尔气体产品有限公

司

商标权使用费、消防应急救援服务

费

200 子公司联营企业

云南云天化中学教育管理有限公司 维修服务 5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维修服务 100 母公司

重庆国际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维修服务、代理费等 3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小计 19,650

承 租

关 联

方 的

资产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楼、高边车、平板车和其他房屋

等租赁

2,000 母公司

云南山立实业有限公司 保障房、其他房屋等租赁 5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中轻依兰（集团）有限公司 装置、房屋租赁 6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金鼎云天化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楼、仓库等租赁 300 子公司联营企业 备注9

云南三益有色金属储运有限责任公

司

铁路专用线、仓库等租赁 400 子公司联营企业

重庆云天化瀚恩新材料开发有限公

司

房屋租赁 5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小计 3,400

向 关

联 方

出 租

资产

云南磷化集团海口磷业有限公司 罐车、房屋等租赁 2,700 联营企业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房屋、车库等租赁 100 母公司

云南天鸿化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吊车、房屋等租赁 2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云天化石化有限公司 变压器、房屋、场地等租赁 20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江苏马龙国华工贸股份有限公司 房屋租赁 50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云南景成基业建材有限公司 房屋租赁 50 子公司联营企业

云南瓮福云天化氟化工科技有限公

司

房屋租赁 50 联营企业

云南云天化梅塞尔气体产品有限公

司

土地租赁 50 子公司联营企业

小计 3,400

合计 541,300

备注：2018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超过2017年实际发生数的说明：

1. 2018年预计向内蒙古大地云天化工有限公司购买产品及向其提供服务和劳务，较2017年实际增加25,707.64万元，

主要是因为该公司为股份公司委托云天化集团代为培养项目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司临

2014-025�号公告），已于2017年投产。目前阶段，为了避免同业竞争，该公司所有产品由公司统一采购并统一销售。 该公司

预计2018年装置运行好于2017年，产销量有所增加，同时装卸劳务等需求增加。

2. 2018年预计向云南磷化集团海口磷业有限公司购买原材料和产品， 较2017年实际增加25,271.21万元， 主要是因

为：充分运用公司产品销售平台优势，其生产的基础肥由部分通过公司销售变为全部通过公司销售。 2018年预计向云南磷

化集团海口磷业有限公司销售原材料和产品，较2017年实际增加5,220.22万元，主要是因为：2017年9月末公司收购天宁矿

业后，磷矿石总体供应量增加，2018年天宁矿业新增对其销售磷矿石业务。

3. 云南云天化石化有限公司于2017年下半年开始投入生产，2018年预计的关联交易金额为全年金额，较2017年发生

数增加39,738.88万元。云南云天化石化有限公司比邻公司子公司天安化工，其副产的液体硫磺成本较低且可通过管道输送

至天安化工，可以节约硫磺采购成本；另一方面，天安化工生产的产品运距较近，具有相对市场竞争优势，为其提供相关原

料和水、电、气等辅助产品，同时公司也为该公司提供物流、维修等服务。

4. 2018年预计向富源县天鑫煤业有限公司采购原材料金额较2017年实际增加19831.93万元，主要是其2018年总供应

量在2017年出现缩减后，2018年优化了储备方式，煤炭供应恢复至正常水平。

5. 2018年预计接受云南天鸿化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服务和劳务，较2017年实际增加1,913.02万元，主要是因

为：子公司金新化工2017年下半年部分装置转入固定资产，2018年预计增加修理等支出。

6. 2018年预计接受云南省化工研究院提供的服务和劳务较2017年实际增加459.76万元，主要是因为公司2018年因生

产经营和安全环保需要增加委托其研究的研发项目，预计技术服务费增加。

7. 2018年预计接受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服务和劳务，较2017年实际增加1,395.71万元，主要是因为2018

年新增部分综合服务业务。

8. 2018年预计接受云南云天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服务和劳务，较2017年实际增加999.71万元，主要是因为农

资连锁强化电商农化服务，2018年计划增加电商平台开发投入。

9. 2018年预计与云南金鼎云天化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新增提供服务和劳务、销售产品和承租资产，主要是因为：云南

金鼎云天化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新增联营企业，2018年新增物流业务合作。

10. 2018年预计向云南云天化氟化学有限公司销售原材料和产品，较2017年实际增加1,137.85万元，主要是因为化工

产品市场回暖，2018年预计云南云天化氟化学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好转，其向公司采购原材料需求增加。

11. 2018年预计向云南华源包装有限公司销售原材料和产品，较2017年实际增加1,833.66万元，主要是因为云南华源

包装有限公司预计2018年产量有所增加，原料采购需求增加。

12. 2018年预计向云南天耀化工有限公司销售原材料和产品，较2017年实际增加869.02万元，主要是因为云南天耀化

工有限公司预计2018年产量有所增加，原料采购需求增加。

13. 2018年预计向云南瓮福云天化氟化工科技有限公司销售原材料和产品，较2017年实际增加2,497.16万元，主要是

云南瓮福云天化氟化工科技有限公司预计2018年投产，子公司三环中化距其较近，为其提供水、电和蒸汽等公用工程。

二、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1.企业名称：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滇池路1417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411,808.6605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张文学

主要业务：投资、投资咨询，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及科技咨询服务；房屋租赁；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

经营化工产品、化肥、塑料及其制品，玻璃纤维及其制品，磷矿石，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易燃液体，易燃固体、自燃物品和遇

湿易燃物品，毒害品，腐蚀品，化工设备；经营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和国家禁止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等。

截至2017年9月30日， 云天化集团未审计的总资产9,556,616.77万元， 净资产1,434,405.46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5,

144,564.45万元、净利润33,252.28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公司的控股股东，与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一）关联法人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2.企业名称：云南天鸿化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昆明市二环西路398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8,500万元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均

主要业务：工业与民用建筑施工，化工、石油化工装置的设计安装，Ⅰ、Ⅱ、Ⅲ类压力容器设计、制造，仪器、压力容器、化

工机械、化工生产装置的安装、 维修和技术改造等工程类施工。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未审计总资产37,373.53万元， 净资产-29,902.90万元， 营业收入19,331.90万元、净利润-1,

933.47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云南天鸿化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符合《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二）关联法人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3.企业名称：云南云天化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昆明市二环西路398号高新招商大厦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万元

企业类型：非自然人出资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龚昌文

主要业务：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气瓶、机械设备的射线检测（RT）、超声波检测（UT）、磁粉检测（PT）、渗透检

测（MT）、电磁检测(ET)；理化检验检测（包括机械性能实验、金相检测、光谱分析）；第三方检测；建筑实验（以上经营范围

中涉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未审计总资产2,136.09万元，净资产2,045.43万元，营业收入1,156.54万元、净利润75.47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云南云天化无损检测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二）关联法人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4.企业名称：中轻依兰（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昆明市西山区小海口

注册资本：人民币27,964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俞春明

主要业务：三聚磷酸钠、黄磷、、磷酸、磷酸氢钙、磷铁、泥磷、保温材料、矿粉、磺酸，表面活性剂（ＡＥＳ），二氧化碳，磷

酸盐系列产品、强面精、水泥、塑料纸箱、编织袋、洗涤、沐浴液、洗发以及上述各类系列产品的自产自销、批发零售；开展与

本企业相关的产品、技术、设备的进出口业务；餐馆、住宿、百货、医用药品限下属分支机构凭许可证经营；普通机械设备、电

气机械及器材的安装与维修，及其配件的生产加工；五金加工；工业筑炉保温工程服务；建筑材料、化工产品及原料（不含

管理商品），矿产品的批发、零售、代购代销；开展与本企业相关的产品、技术，设备的进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

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技术除外）；经

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物流运输、仓储服务。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未审计总资产47,527.36万元，净资产-178,014.84万元，营业收入76,510.62万元、净利润-10,

865.38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中轻依兰（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二）关联法人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5.企业名称：云南云天化梅塞尔气体产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草铺镇

注册资本：人民币2,45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黑克尔

主要业务：开发、制造及销售二氧化碳;提供相关的工程技术服务及其他相关服务;从事相关设备的租赁和销售。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未审计总资产4,325.86万元，净资产2,292.23万元，营业收入1,963.18万元，净利润498.60万

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云南云天化梅塞尔气体产品有限公司是公司子公司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参股公司,天安化工持

有其35%股权。 与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五）关联法人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6.企业名称：云南华源包装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连然镇大凹子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潘勇

主要业务：塑料包装制品的生产销售；塑料加工机械零配件销售；塑料原料、建筑材料、百货、煤炭的销售；包装装潢印

刷品印刷。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未审计总资产4,430.72万元，净资产1,236.46万元，营业收入11,452.57万元、净利润55.57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云南华源包装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10.1.3（二）关联法人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7.企业名称：云南天耀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昆明市西山区海口镇

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英杰

主要业务：化工原料、新材料、化肥、水溶肥料、建筑材料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化工产品、矿产品经营；房屋租赁；化

工原料、设备、技术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未审计总资产3,945.63万元，净资产2,011.50万元，营业收入6,925.30万元、净利润329.21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云南天耀化工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二）关联法人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8.企业名称：云南江川天湖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川县江城镇清水沟

注册资本：人民币3,500万元

企业类型：非自然人出资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吴俊

主要业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一、出口商品目录（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出口商品除外）本企业自产的磷矿石、

硫酸、磷酸、磷酸一铵、磷酸二铵、复合肥及系列化工产品等商品及其相关技术.二、进口商品目录（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

的进口商品除外）本企业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其相关技术。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未审计总资产26,142.67万元，净资产23,946.83万元，营业收入11,501.53万元、净利润1,469.93

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云南江川天湖化工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二）关联法人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9.企业名称：云南省化工研究院

注册地址：昆明市东风东路120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1,149.10万元

企业类型：全民所有制

法定代表人：张宗凡

主要业务：磷化工产品、化肥、农药、化工原料、医药中间体及矿产品、生物化工、香精香料、环保产品、保健卫生、消毒杀

菌及日用化工产品等的科研开发，技术咨询及转让；化工科研仪器、分析测试仪器、化工机械设备、电器仪表的研制和销售；

化工产品的分析、检测、鉴定、仲裁；安全生产检测检验；职业卫生检测、检验及评价；化工咨询；特种设备设计（压力容器、

压力管道）设计；化工石化医药行业（化工工程、石油及化工产品储运）专业乙级及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丙级工程总承

包。 兼营范围：绿色产业技术的科研开发、成果转让及其工艺技术装备的研制、销售；房屋出租；停车服务；期刊出版。 （上

述经营范围凭许可证生产及经营）。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未审计总资产4,634.07万元，净资产1,038.42万元，营业收入1,616.53万元、净利润-11.92万

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云南省化工研究院实际控制人为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10.1.3（二）关联法人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10.企业名称：江苏马龙国华工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徐州鼓楼区琵琶路三巷111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5,750万元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俞春明

主要业务：危险化学品销售（按许可证核定范围和经营方式经营）；危险品4类2项运输；黄磷分装（限分支机构经营）；

化工产品、金属材料及制品、日用品、文具用品、体育用品、饲料、建筑材料、五金交电、建筑工程用机械设备、矿山机械设备、

汽车配件、纺织品原料、针纺织品、铁矿石、磷矿石销售。

截至2017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23,293.20�万元，净资产10,520.72�万元，营业收入60,564.04�万元、净利润506.28�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江苏马龙国华工贸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符合《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二）关联法人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11.企业名称：云南山敏包装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昆明市海口白塔村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万元

企业类型：非自然人出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杨仕新

主要业务：塑料制品、编织袋的生产及销售。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3,034.42万元，净资产1,199.30万元，营业收入4,544.09万元、净利润15.47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云南山敏包装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10.1.3（二）关联法人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12.企业名称：云南省水富县天盛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水富县振兴路云天化厂内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志

主要业务：塑料制品、尿素、硝铵编织袋、农膜生产、销售；微肥、建筑材料批发、零售；纯净水的生产、销售；印刷服务。

（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17年9月30日,公司未审计总资产4,280.35万元，净资产-1,396.71万元，营业收入3,292.53万元，净利润-32.57万

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云南省水富县天盛有限责任公司关键管理人员受公司控制。 与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10.1.3（三）关联法人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13.企业名称：云南云天化氟化学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昆明市海口工业园区管委会办公楼一楼9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7,064.94万元

企业类型：非自然人出资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志林

主要业务：氟化钠、氟化铝的生产;其它氟化工相关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的生产、经营和研发。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未审计总资产18,731.83万元，净资产-92.73万元，营业收入14,345.06万元、净利润240.32万

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云南云天化氟化学有限公司是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的参股公司，与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五）关联法人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14.企业名称：富源县天鑫煤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十八连山镇

注册资本：人民币5,5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星

主要业务：煤炭产品、储运、销售。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未审计总资产22,888.63万元，净资产8,909.60万元，营业收入18,944.53万元、净利润218.97万

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富源县天鑫煤业有限公司是公司子公司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参股公司,天安化工持有其30%股

权。 与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五）关联法人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15.企业名称：云南景成基业建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昆明市安宁市草铺镇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康平

主要业务：加气混凝土砌块的生产销售；灰渣的处理及销售。

截至2017年9月30日,公司未审计总资产5,850.39万元，净资产2,821.71万元，营业收入842.29万元，净利润-208.26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云南景成基业有限公司是公司子公司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参股公司,天安化工持有其40%股权。

与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二）关联法人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16.企业名称:�云南磷化集团海口磷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海口工业园区

注册资本：人民币130,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Ofer� Lifshitz

主要业务：磷矿石或浮选矿的采购、开采、加工、选矿和销售；磷酸、化肥、工业和 食品级磷酸、食品添加剂、磷酸盐、磷

酸盐复配产品、精细磷化工产品、化工原材料、矿物饲料、建筑材料、磷基化肥、特种肥和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进出口、研

发，以及技术咨询和应用服务。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合并总资产435,361.03万元，合并净资产139,904.92万元，合并营业收入250,079.91万元、合并

净利润-21,648.71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持有云南磷化集团海口磷业有限公司50%的股权，CLEVELAND� POTASH� LIMITED持有云

南磷化集团海口磷业有限公司50%的股权，与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三）关联法人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17.企业名称：云南山立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昆明市海口白塔村

注册资本：人民币1,477.92万元

企业类型：非自然人出资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师永林

主要业务：矿产品、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管理商品），建筑及装饰材料，副食品，五金交电，文化办公用品，电线电缆、

日用百货的销售，物业管理、餐饮、家政服务、房地产策划咨询服务； 承办会议活动及商品展示活动，矿山机械设备、建筑机

械设备、干洗设备的租赁；化工机械设备的检修维护；住宿；种植；生物资源开发；环保科技；节能、节水设备的研究、开发。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未审计总资产18,052.61万元，净资产7,563.97万元，营业收入8,336.35万元、净利润275.31万

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云南山立实业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10.1.3（二）关联法人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18.企业名称：云南云天化石化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安宁市草铺镇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均

主要业务：石油化工产品及原料的采购、销售、投资管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煤炭及制品销售；热力生产和供应；塑料

及制品研发、生产、经营；质检技术服务，环境保护监测，职业卫生监测、检验与评价等。

截至2017年12月31日, 公司未审计总资产302,586.13万元， 净资产117,642.26万元， 营业收入46,954.45万元、 净利润2,

130.43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云南云天化石化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10.1.3（二）关联法人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19.企业名称：内蒙古大地云天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内蒙古赤峰市

注册资本：人民币40,000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邵樟华

主要业务：缓控释肥、磷酸一铵、磷酸二铵、复合肥、磷石膏及磷石膏制品的生产、销售等。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未审计总资产167,983.35万元，净资产29,303.94万元，营业收入100,782.89万元、净利润4,

236.57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内蒙古大地云天化工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二）关联法人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20.企业名称：云南云天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昆明市安宁市太平新城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龚义文

主要业务：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和云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工业控制与智能

化；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销售。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未审计总资产1,541.84万元，净资产1,179.51万元，营业收入1,415.93万元、净利润178.14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云南云天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二）关联法人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21.企业名称：重庆云天化纽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长寿区晏家街道齐心大道22号

法定代表人：刘和兴

注册资本：人民币21,600万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0年2月4日

经营范围：复合材料、储能材料、微孔隔膜、碳纤维、陶瓷材料、塑料助剂等新材料及新能源器件的研发、生产、销售，货

物进出口。

截至2017年6月30日，公司未审计总资产107,422.94万元，净资产34,810.54万元，营业利润9,347.58万元，净利润842.59万

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重庆云天化纽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符合《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二）关联法人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22.公司名称：昆明云天化纽米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工业园区麒麟园区

法定代表人：刘和兴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复合材料、过滤材料、储能材料及元件、微孔隔膜、陶瓷材料、塑料助剂等新材料及助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截至2017年6月30日，公司未审计总资产40,693.07万元，净资产9,838.44万元，营业收入2.98万元，净利润-108.54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昆明云天化纽米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二）关联法人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23.企业名称：重庆云天化瀚恩新材料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长寿区晏家街道齐心大道22号

法定代表人：胡明源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16年2月5日

经营范围：制造、销售：电子信息材料、新能源材料、先进复合材料、先进陶瓷材料、节能环保材料、新型建筑材料、化工

新材料（以上范围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物品）；新材料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工业材料的检验

（国家有规定的除外）；货物进出口等。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未审计总资产28,970.30万元，净资产26,163.50万元，营业收入5,148.93，净利润847.13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重庆云天化瀚恩新材料开发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符合《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二）关联法人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24.企业名称：云南瓮福云天化氟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海口镇白塔村(云南磷肥厂生活区内)300幢205号

法定代表人：何勇岗

注册资本： 人民币10,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17年5月 27日

经营范围：项目筹建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未审计总资产10,068.12万元，净资产10,000.00，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0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云南瓮福云天化氟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参股公司，与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10.1.3（五）关联法人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25.企业名称：云南三益有色金属储运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经开区洛羊街道办事处(昆明南站)

法定代表人：牛大志

注册资本： 人民币2,8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1995年10月25日

经营范围：铁路运输;物资仓储；装卸服务；金属材料、矿产品、建筑材料、五金交电、工艺美艺品、百货、花卉、蔬菜、农副

产品的销售；普通货运。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未审计总资产3,264.07万元，净资产3,241.18万元，营业收入923.73万元，净利润68.18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子公司云南江川天湖化工有限公司持有云南三益有色金属储运有限责任公司25%的股权，公

司子公司天驰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云南三益有色金属储运有限责任公司25%的股权，与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10.1.3（五）关联法人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26.企业名称：云南云天化中学教育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昭通市水富县云富街道办事处振兴南路

法定代表人：梁洪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17年4月28日

经营范围：教育项目管理及咨询服务；教育项目与教育科研文献研究与开发；教育文化活动组织策划；教育文化交流；

教育配套设施的建设及服务；教育信息、教育咨询、教育培训及其服务；教育管理；教育文化行业项目的投资开发及经营管

理。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未审计总资产23,629.64万元，净资产22,268.85万元，营业收入6,466.65万元，净利润352.94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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