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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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简称

联化科技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2250

董事会秘书

姓名

方屹

电话

0576-84275238

传真

0576-84275238

电子信箱

ltss@lianhetech.com

证券事务代表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2013 年
营业收入（元）

2012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1 年

3,368,351,413.26

2,955,361,791.29

13.97%

2,568,045,031.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49,559,079.30

365,665,107.04

22.94%

294,334,952.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48,503,731.17

361,616,890.08

24.03%

291,129,479.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65,126,188.34

501,702,908.38

-7.29%

202,305,248.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6

0.71

21.13%

0.5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5

0.71

19.72%

0.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46%

18.9%

-0.44%

20.71%

2013 年末

2012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1 年末

总资产（元）

4,602,844,037.74

3,849,167,370.15

19.58%

2,762,303,753.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77,219,800.98

2,109,683,702.13

26.9%

1,775,829,76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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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7,67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
日末股东总数

10,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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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牟金香

境内自然人

36.17%

189,957,203

150,867,902

张有志

境内自然人

4.04%

21,228,996

16,250,547

中国建设银行－华安
境内非国有法
宏利股票型证券投资
人
基金

3.16%

16,599,999

0

中国农业银行－鹏华
境内非国有法
动力增长混合型证券
人
投资基金

2.87%

15,076,851

0

张贤桂

2.16%

11,356,973

10,767,730

中国建设银行－国泰
境内非国有法
金马稳健回报证券投
人
资基金

2.05%

10,745,830

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境内非国有法
司－兴全全球视野股
人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92%

10,100,395

0

中国建设银行－兴全
境内非国有法
社会责任股票型证券
人
投资基金

1.92%

10,058,757

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境内非国有法
司－兴全趋势投资混
人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8%

9,877,941

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四 境内非国有法
组合
人

1.66%

8,699,016

0

境内自然人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公司控股股东牟金香与上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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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牟 金 香
36.17%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3 年，发达国家化工微幅增长，业务发展形势多变，面临诸多挑战；国内宏观形势严峻、稳增长压
力俱增、劳动力成本继续上升。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和种种不利因素，公司董事会和经营层始终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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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以“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指导，以市场为导向，科学决策、沉着应对、快速反应、抢抓机遇、高
效运营，继续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盈利能力保持稳定，公司持续稳健发展。
2013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36,835.14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3.97%；利润总额 52,788.07 万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 19.7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955.91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2.94%。
回顾过去的一年，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积极有序推进实施公司发展战略及目标。
紧紧围绕公司使命和核心价值观，按照“专注、前瞻、联盟”的战略方针，围绕“做全球领先的精细化学
品定制服务公司”的发展战略，积极有序推进实施已确定的每一项发展战略及目标。
（2）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功能，加快增发募投项目建设，积极推进完工投产，集中资源发展主营业务。
有序推进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事项，进一步促进完善公司激励机制，增强公司与管理层及核心骨干员工
共同持续发展的理念。
江苏联化“年产 300 吨唑草酮、500 吨联苯菌胺、300 吨甲虫胺”增发募投项目的生产装置工程已竣工并
正式投产；台州联化“年产 300 吨淳尼胺、300 吨氟唑菌酸、200 吨环丙嘧啶酸”增发募投项目正在加紧实施
中。
2013 年 5 月，公司以 4,461.00 万元出售天茁生物，及时调整发展方向和速度，集中资源发展主营业务。
（3）加大研发和创新力度，积极改善增长方式。
公司继续加大产品技术创新与研发的力度，优化生产工艺，创新研发模式，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
加值；同时全力抓好项目创新，紧贴市场动态，积极改善增长方式，取得较好的成效。全年共开题 211 个
项目，26 个项目成功进入大规模生产；对 35 个老产品进行了工艺技术改进；全年共有 9 项国内或国际发
明专利、6 项实用新型专利获得授权，4 个产品被评为省级新产品，1 个项目荣获国家火炬计划。公司利用
与科研院所合作优势，追踪最新科技成果，加快转化生产力的速度。
2013 年公司加快技术中心体系建设，通过重新梳理组织构架，建立功能差异化的研发组织；完善研发
管理制度，运用项目管理平台，优化运营模式；加速客户研发合作，升级合作模式，与多家联盟伙伴开展
研发阶段合作，突出战略合作联盟双方的优势，形成一大批项目储备和业务机会。
（4）继续深化与核心大客户的战略联盟，加强市场开拓。
公司密切关注行业的动态变化趋向，深化与核心大客户的有效沟通，在市场开拓和战略联盟合作上充
分发挥公司综合管理能力优势，积极开展与国外核心大客户的战略探讨，全方位拓宽、深化合作的方式，
进一步提升与优质客户的合作层次。目前已形成多家农药业务合作联盟，“2+2+1”的医药合作战略初见成
效。在国内业务方面强化优化分区域营销网络，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挖掘和培育自主产品新的目标市场
和潜力客户。2013 年公司工业业务国内市场销售增长了 45.06%，国际市场销售增长了 11.63%。
（5）创新管理模式，持续推进内控体系建设，切实加强现金流的安全管理。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业务半径的拓展，公司的管理趋于复杂；外省子公司在地理上的距离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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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加大了公司监督管理的难度，增加了公司的管理风险。为此，公司积极推行平台战略，实施矩阵式管理
模式，继续推行精益六西格玛项目，强化供应链管理，加强内控体系。公司持续推进内控体系建设与完善，
进一步细化管理，提高内控制度的执行力和有效性，强化财务风险管控，努力降本增效。
公司切实加强现金流管理，保障建设和运营资金供应，提高资金收支计划性和运营的效率，进一步提
高资金保障能力，继续保持公司在合作伙伴中业已形成的优秀资信评价。
在节能降耗方面也取得了长足进展。通过精益管理方法，公司在江苏联化率先试点节能降耗新方法，
在包括水电汽等多个动力消耗方面采取创新理念和管理方法，实现万元产值能耗同比下降 20%的好成绩，
计划 2014 年在公司各生产基地推广。
持续推进精益六西格玛全面开发。截止 2013 年底，共计培养黑带 20 名，绿带 37 名。
（6）严控安全生产，狠抓环境保护，注重职业健康。
全员开展“安全在我心，改变看我行”活动，强化安全生产意识，开展安全知识培训和演练，不断提高
安全设施的配置水平，全年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
环境保护是企业健康发展的关键。公司始终坚持从产品研发、工艺设计、项目实施各环节“源头控制、
持续改进”的环境保护理念，严格管理日常“三废”处置工作，切实推进节能降耗，努力完善和提升环保设施，
全年环保工作总体运行平稳。
提高环保处理技术是 2013 年工作重点。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完善处理技术，分别在子公司江苏联化和
德州联化引进高效的焚烧炉技术，试验国外新型膜分离废水处理，与德国 BAYER 签署三废处理合作协议。
通过这些举措，不仅提升了三废技术水平，而且提高了三废治理的理念。
注重员工职业健康，加强职业健康管理培训工作，提高岗位操作人员的安全生产素质和意识，努力改
善生产线操作环境，保障员工人身安全。
（7）坚持“以人为本”，继续完善薪酬和绩效管理体系。
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继续加大各类人才的培养、人才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同时，前瞻性地做
好人力资源的培养和储备，构筑人力资本优势，为企业长久发展增添新的动力。继续完善薪酬和绩效管理
体系，有序推进实施股权激励方案，充分调动各层级人员的积极性和主观创造性。
（8）全力维护公司良好形象，实现“员工、股东、社会”共赢发展。
以“诚信勤勉、公平共赢”的理念为指导，不断规范公司治理，及时、准确履行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
和谐有序，全力维护公司在资本市场业已建立的良好形象，实现可持续的员工、股东、社会价值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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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公司本年度财务报告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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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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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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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期相比，减少合并单位 1 家，原因为：
出售天茁（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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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法定代表人：牟金香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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