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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金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贵公司反馈意见收悉。在收悉《关于山西金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

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后，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山西证券”）会同山西金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金兰股份”）

与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德恒（太原）律师事务所等中

介机构，就《反馈意见》中提出的问题，逐一进行落实，在此基础上，北京德恒

（太原）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山西金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信永中和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山西金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

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现将反馈意见的落实和修改情况逐条回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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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一、如无特别说明，本报告中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的相同。 

二、本报告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黑体：反馈意见所列问题 

  宋体：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的回复、说明及核查意见 

楷体加粗：对公开转让说明书进行补充披露、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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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租赁土地。（1）根据第一次反馈意见回复，公司子公司

东锦肥业转租自山西五星陶瓷有限公司的 276 亩土地中，其中

12.5182 公顷（187.773 亩）土地正在履行招拍挂程序，剩余 88.227

亩土地郭家寨村委会、王明寨村委会已出具《情况说明》。请公司：

①补充说明前述 88.227 亩土地的性质，该地块是否已纳入建设用地

征收计划；②公司是否存在改变土地法定用途的情形，如是，请说

明该等情形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公司是否存在不能持续稳

定使用该地块的风险、公司拟采取或已采取的规范措施及其有效

性，并结合该土地或相关房产的面积占公司全部土地或房产面积的

比例，土地或房产的具体用途，使用上述土地或房产产生的收入、

毛利、利润情况，说明其对于公司的重要性及若拆除或搬迁可能对

公司财务和经营产生的影响，并对该等事项做重大风险提示。 

（2）根据第一次反馈意见回复，公司租赁自交城县夏家营镇义

望村位于交城县义望村西圪跺地 163亩的土地、位于旧 307国道原磷

肥厂南 17.7 亩的土地，土地性质分别为集体土地（林业用地）、集

体土地（荒地），处于空地闲置状态、用于停车场，公司与义望村民

委员会分别签订了《土地流转协议》、《停车场租赁合同》，但未按

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履行政府批准程序，存在不规范情形。

请公司：①结合公司租赁前述集体土地的具体用途、计划安排，补

充说明并披露公司拟采取或已采取的规范措施及其有效性；②结合

公司租赁前述集体土地的支出成本、具体用途、产生收入、毛利、

利润等情况，说明其对于公司的重要性及若退还或搬迁可能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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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和生产经营产生的影响，并对该等事项做重大风险提示。 

（3）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进一步核查以上事项，并发表明确意

见。 

（1）根据第一次反馈意见回复，公司子公司东锦肥业转租自山

西五星陶瓷有限公司的 276 亩土地中，其中 12.5182 公顷（187.773

亩）土地正在履行招拍挂程序，剩余 88.227 亩土地郭家寨村委会、

王明寨村委会已出具《情况说明》。请公司：①补充说明前述 88.227

亩土地的性质，该地块是否已纳入建设用地征收计划；②公司是否

存在改变土地法定用途的情形，如是，请说明该等情形是否构成重

大违法违规行为、公司是否存在不能持续稳定使用该地块的风险、

公司拟采取或已采取的规范措施及其有效性，并结合该土地或相关

房产的面积占公司全部土地或房产面积的比例，土地或房产的具体

用途，使用上述土地或房产产生的收入、毛利、利润情况，说明其

对于公司的重要性及若拆除或搬迁可能对公司财务和经营产生的影

响，并对该等事项做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回复】 

根据<交城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交城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

调整方案》的通知>（交政发[2018]9 号），“开发区规划总面积 1260.78 公顷，共

涉及三个乡（镇）的 9 个村，包括天宁镇的奈林村、三角村等 2 个村面积为 390.83 

公顷；夏家营镇的郭家寨村、贺家寨村、覃村、王明寨村、夏家营村、义望村、

银通工业园区等 6 个村面积为 869.51 公顷；” …… “交城县经济开发区位于夏

家营镇，属于山西省级经济开发区，重点发展煤焦、化工、冶炼、机械铸造、建

材为特色的符合工业生态系统……交城县经济开发区范围内全部为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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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交城县经济开区发管理委员会 2018 年 3 月 20 日出具了《关于山西东

锦肥业有限公司年产 86 万吨绿色新材料项目选址的情况说明》（交开发[2018]8

号），文件中载明“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对《山西交城经济开发区总体规划（2018

——2020）》的批复，山西东锦肥业有限公司年产 86 万吨绿色新材料项目选址在

山西交城经济开发区煤化工规划范围内。” 交城县人民政府 2018 年 9 月 14 日向

山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发出了《关于山西东锦肥业有限公司年产 86 万吨绿

色新材料项目用地规划情况的说明》（交政函[2018]54 号），文件中载明“山西东

锦肥业有限公司年产 86 万吨绿色新材料项目位于山西交城经济开区发内……，

该项目所处位置为开区发循环经济产业链中的无机化功能区。” 

根据山西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于 2018 年 10 月出具的《山西交城经济开发

区总体规划图》及东锦肥业区域位置图显示，东锦肥业 86 万吨绿色新材料项目

用地均处于交城县经济开发区内，且土地性质为 M2 二类工业用地。 

东锦肥业与山西五星陶瓷有限公司签订了《土地转租协议书》，金兰股份转

租自山西五星陶瓷有限公司的共计 276 亩土地，其中 12.5182 公顷（187.773 亩）

土地正在履行招拍挂程序，剩余 88.227 亩土地租赁合同正在履行过程中，租赁

期限自 2018 年 4 月 1 日至 2054 年 3 月 31 日止，该土地是山西东锦肥业有限公

司年产 86 万吨绿色新材料项目使用的建设用地。郭家寨村委会、贺家寨村委会

已分别出具《情况说明》：“……现五星陶瓷将部分土地转租给山西东锦肥业有限

公司，我村委已知悉并同意。我村委拥有的上述土地经营权不存在权利瑕疵，可

以依法流转；在签署《合作开发协议》前，已经经过我村村民代表大会三分之二

以上村民代表同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对农村土地流转的规定，上述合同签署后，

协议各方均按协议履行了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不存在合同纠纷和争议。” 

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出具之日，东锦肥业年产 86 万吨绿色新材料项目尚处

于建设阶段，尚未产生收入利润。 

综上，前述东锦肥业所租用的郭家寨村、王明寨村土地的性质为建设用地。

东锦肥业与山西五星陶瓷有限公司签订了《土地转租协议书》，租赁期限自 2018

年 4 月 1 日至 2054 年 3 月 31 日止，不存在不能持续稳定使用该地块的风险。位

于上述土地的东锦肥业年产 86 万吨绿色新材料项目尚处于建设阶段，尚未产生

收入利润。东锦肥业租用郭家寨村、王明寨村土地不存在改变土地法定用途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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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不存在重大风险。 

【主办券商回复】 

主办券商查阅了<交城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交城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 年）调整方案》的通知>（交政发[2018]9 号）、交城县人民政府《关

于山西东锦肥业有限公司年产 86 万吨绿色新材料项目用地规划情况的说明》（交

政函[2018]54 号）、交城县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山西东锦肥业有

限公司年产 86 万吨绿色新材料项目”选址意见的函》（交住建函字[2018]102 号）、

东锦肥业与山西五星陶瓷有限公司签订的《土地转租协议书》、郭家寨村委会与

贺家寨村委会分布出具的《情况说明》等文件。 

根据<交城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交城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

调整方案》的通知>（交政发[2018]9 号），“开发区规划总面积 1260.78 公顷，共

涉及三个乡（镇）的 9 个村，包括天宁镇的奈林村、三角村等 2 个村面积为 390.83 

公顷；夏家营镇的郭家寨村、贺家寨村、覃村、王明寨村、夏家营村、义望村、

银通工业园区等 6 个村面积为 869.51 公顷；” …… “交城县经济开发区位于夏

家营镇，属于山西省级经济开发区，重点发展煤焦、化工、冶炼、机械铸造、建

材为特色的符合工业生态系统……交城县经济开发区范围内全部为建设用地。” 

根据山西省交城县经济开区发管理委员会 2018 年 3 月 20 日出具了《关于山

西东锦肥业有限公司年产 86 万吨绿色新材料项目选址的情况说明》（交开发

[2018]8 号），以及交城县人民政府 2018 年 9 月 14 日向山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局发出的《关于山西东锦肥业有限公司年产 86 万吨绿色新材料项目用地规划情

况的说明》（交政函[2018]54 号），山西东锦肥业有限公司年产 86 万吨绿色新材

料项目位于山西交城经济开区发内。 

根据山西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于 2018 年 10 月出具的《山西交城经济开发

区总体规划图》及东锦肥业区域位置图显示，东锦肥业 86 万吨绿色新材料项目

用地均处于交城县经济开发区内，且土地性质为 M2 二类工业用地。 

东锦肥业与山西五星陶瓷有限公司签订了《土地转租协议书》，郭家寨村委

会、贺家寨村委会已分别针对上述租赁出具了《情况说明》。 

经实地考察，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出具之日，东锦肥业年产 86 万吨绿色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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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项目尚处于建设阶段，未产生收入利润。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认为，前述东锦肥业所租用的郭家寨村、王明寨村土地

的性质为建设用地，该地块已纳入《交城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

中。东锦肥业与山西五星陶瓷有限公司签订了《土地转租协议书》，租赁期限自

2018 年 4 月 1 日至 2054 年 3 月 31 日止，不存在不能持续稳定使用该地块的风

险。位于上述土地的东锦肥业年产 86 万吨绿色新材料项目尚处于建设阶段，尚

未产生收入利润。东锦肥业租用郭家寨村、王明寨村土地不存在改变土地法定用

途的情形，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不存在重大风险。 

（2）根据第一次反馈意见回复，公司租赁自交城县夏家营镇义

望村位于交城县义望村西圪跺地 163亩的土地、位于旧 307国道原磷

肥厂南 17.7 亩的土地，土地性质分别为集体土地（林业用地）、集

体土地（荒地），处于空地闲置状态、用于停车场，公司与义望村民

委员会分别签订了《土地流转协议》、《停车场租赁合同》，但未按

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履行政府批准程序，存在不规范情形。

请公司：①结合公司租赁前述集体土地的具体用途、计划安排，补

充说明并披露公司拟采取或已采取的规范措施及其有效性；②结合

公司租赁前述集体土地的支出成本、具体用途、产生收入、毛利、

利润等情况，说明其对于公司的重要性及若退还或搬迁可能对公司

财务和生产经营产生的影响，并对该等事项做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回复】 

①结合公司租赁前述集体土地的具体用途、计划安排，补充说

明并披露公司拟采取或已采取的规范措施及其有效性； 

1. 金兰股份与交城县夏家营镇义望村民委员会签署了《土地流转协议》，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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赁交城县义望村西圪跺地 163 亩，该土地性质为农用地（林地）。交城县夏家营

镇义望村民委员会出具了《情况说明》：“我村拥有的上述集体土地不存在权利瑕

疵，可以依法流转；在签署《土地流转协议》前，已经过我村村民代表大会讨论

并同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对农村土地流转的规定的。上述 163 亩土地如遇国家

政策或政府征收，我村将自愿与金兰股份解除《土地流转协议》”。因此，如该

163 亩土地遇国家政策或政府征收，村委同意自愿与金兰股份解除《土地流转协

议》。 

公司租赁西圪跺地 163 亩的土地原计划将来办理土地招牌挂手续取得使用

权后用于子公司东锦肥业的建设。因土地性质为林地且临近省道、高速公路等原

因，致使该块土地可规划利用比例小，且金兰股份与五星陶瓷合作后，租赁郭家

寨、贺家寨总计 276 亩土地用于东锦肥业生产建设，公司租赁 163 亩土地的租金

自 2018 年起每亩前三年为 1000 元，第四年始为 2300 元每亩，鉴于租金较低原

因，公司拟将此 163 亩土地作为贮备用地，以备公司发展的需要，因此承租后予

以搁置。 

2. 金兰股份租赁交城县夏家营镇义望村民委员会位于旧 307 国道原磷肥厂

南 17.7 亩并签署《停车场租赁协议》，租赁用途为停车场。根据义望村委会出具

的《情况说明》：“我村委会租赁给山西金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交城县

金兰化工有限公司）位于旧 307 国道原磷肥厂南的土地因历史原因，土地实际用

途原为四荒地，1982 年我村委为村内实际需要将旧 307 国道原磷肥厂南的部分

土地开辟为停车场，……在签署《停车场租赁合同》前，已经过我村村民代表大

会讨论并同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对农村土地流转的规定。上述 17.7 亩土地如

遇国家政策或政府征收，我村将自愿与金兰化工解除《停车场租赁合同》，现上

述合同签署后，合同双方均按照合同履行了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不存在合同纠纷

和争议。”该土地位于公司一处生产场所邻边，公司承租该土地后用于货车装停

的停车场。 

3.金兰股份实际控制人针对土地房产问题出具了《关于公司土地租赁及土地

房产的承诺函》“如公司因租赁的土地厂房、自建房产未办理备案、规划建设、

不动产登记等手续原因被政府部门处罚并导致公司因此遭受经营损失的，由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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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承担全部费用、罚金和经济损失，在公司必须先行支付相关费用、罚金的情况

下，承诺人将及时向公司给予全额补偿。本承诺在承诺人担任公司实际控制人期

间持续有效，且不可撤销。” 

综上，公司承租西圪跺地 163 亩林地、旧 307 国道原磷肥厂南 17.7 亩的土

地都是仅履行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程

序，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报主管政府批准，存在不规范之

处。但公司仅将该块土地用为停车场或闲置，未进行任何生产建设。公司还采取

了相应措施，一方面村委同意如遇国家政策或政府征收，自愿与金兰股份解除相

应协议/合同，另一方面公司实际控制人已出具对租赁土地导致的损失予以补偿

的书面承诺。因此该问题不会对公司财务和经营产生影响。 

②结合公司租赁前述集体土地的支出成本、具体用途、产生收

入、毛利、利润等情况，说明其对于公司的重要性及若退还或搬迁

可能对公司财务和生产经营产生的影响，并对该等事项做重大风险

提示。 

公司与交城县夏家营镇义望村民委员会签署了《土地流转协议》，租赁交城

县义望村西圪跺地 163 亩，租金自 2018 年起每亩前三年为 1000 元，第四年始为

2300 元每亩。该地块目前处于闲置状态，未进行生产建设。 

公司与夏家营镇义望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停车场租赁协议》，位于旧 307

国道原磷肥厂南 17.7 亩土地，租金为每亩每年 1,000 元，租赁物用途为停车场，

且仅用于公司内部货物中转、装运，不对外经营。 

综上，公司租赁交城县夏家营镇义望村民委员会 17.7 亩荒地及 163 亩林地，

都履行了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程序，未

经主管政府批准，存在不规范之处。但金兰股份仅将上述土地用为停车场或闲置，

没有进行任何生产建设，租金金额小，未产生收入、利润，对公司生产经营不具

有重要性影响，如发生责令退还土地情形，该两块土地不涉及拆除或搬迁，对公

司日常经营不会产生影响，不存在重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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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回复】 

主办券商查阅了《土地流转协议》、《停车场租赁合同》以及村委会出具的

《情况说明》实地考察了西圪跺地 163 亩的土地、位于旧 307 国道原磷肥厂南

17.7 亩的土地，并就租赁土地问题对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了访谈。 

1. 金兰股份与交城县夏家营镇义望村民委员会签署了《土地流转协议》，

租赁交城县义望村西圪跺地 163 亩，该土地性质为农用地（林地）。交城县夏家

营镇义望村民委员会出具了《情况说明》：“我村拥有的上述集体土地不存在权

利瑕疵，可以依法流转；在签署《土地流转协议》前，已经过我村村民代表大会

讨论并同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对农村土地流转的规定的。上述 163 亩土地如遇

国家政策或政府征收，我村将自愿与金兰股份解除《土地流转协议》”。因此，

如该 163 亩土地遇国家政策或政府征收，村委同意自愿与金兰股份解除《土地流

转协议》。 

主办券商与金兰股份股东、实控人访谈了解到，公司租赁西圪跺地 163 亩的

土地计划将来办理土地招牌挂手续取得使用权后用于子公司东锦肥业的建设。因

土地性质为林地且临近省道、高速公路等原因，致使该块土地可规划利用比例小，

且金兰股份与五星陶瓷合作后，租赁郭家寨、贺家寨总计 276 亩土地用于东锦肥

业生产建设，公司租赁 163 亩土地的租金自 2018 年起每亩前三年为 1000 元，第

四年始为 2300 元每亩，鉴于租金较低原因，公司拟将此 163 亩土地作为贮备用

地，以备公司发展的需要，因此承租后予以搁置，未进行生产建设。 

2. 金兰股份租赁交城县夏家营镇义望村民委员会位于旧 307 国道原磷肥厂

南 17.7 亩并签署《停车场租赁协议》，租金为每亩每年 1,000 元，租赁物用途为

停车场，且仅用于金兰股份内部货物中转、装运，不对外经营。根据义望村委会

出具的《情况说明》：“我村委会租赁给山西金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

交城县金兰化工有限公司）位于旧 307 国道原磷肥厂南的土地因历史原因，土地

实际用途原为四荒地，1982 年我村委为村内实际需要将旧 307 国道原磷肥厂南

的部分土地开辟为停车场，……在签署《停车场租赁合同》前，已经过我村村民

代表大会讨论并同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对农村土地流转的规定。上述 17.7 亩

土地如遇国家政策或政府征收，我村将自愿与金兰化工解除《停车场租赁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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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上述合同签署后，合同双方均按照合同履行了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不存在合同

纠纷和争议。” 

主办券商对该 17.7 亩土地进行了实地查验，并经与金兰股份股东、实控人

访谈了解到，该土地位于金兰股份一处生产场所邻边，金兰股份承租该土地后用

于货车装停的停车场。 

3.金兰股份实际控制人针对土地房产问题出具了《关于公司土地租赁及土地

房产的承诺函》“如公司因租赁的土地厂房、自建房产未办理备案、规划建设、

不动产登记等手续原因被政府部门处罚并导致公司因此遭受经营损失的，由承诺

人承担全部费用、罚金和经济损失，在公司必须先行支付相关费用、罚金的情况

下，承诺人将及时向公司给予全额补偿。本承诺在承诺人担任公司实际控制人期

间持续有效，且不可撤销。”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金兰股份承租西圪跺地 163亩林地、旧307国道原磷

肥厂南 17.7 亩的土地都是仅履行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

村民代表的同意程序，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报主管政府批

准，存在不规范之处。但金兰股份仅将该块土地用为停车场或闲置，没有进行

任何生产建设，且租金金额小，未产生收入、利润，如发生责令退还土地情

形，该两块土地不涉及拆除或搬迁，对公司日常经营不会产生影响；如遇国家

政策或政府征收，村委也同意自愿与金兰股份解除相应协议/合同，且金兰股份

实际控制人已出具对租赁土地导致的损失予以补偿的书面承诺，不会对公司财

务和经营产生影响，不存在重大风险。 

2、申请材料显示，主要产品广泛适用于新能源行业的光热发

电、化妆品、钢化玻璃、高档烟花、橡胶制品等工业领域，以及适

用于各种经济作物的化肥领域，主要客户为国内、外化肥经销商和

工业制造商。同时，报告期内公司产能饱和时会外购产品直接销

售。请公司：（1）按照产品应用的不同领域补充披露收入构成与波

动分析，以及毛利率的差异及波动分析；（2）补充披露自产产品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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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与外购产品销售的不同金额及其占比、对应的毛利率差异分析，

结合目前产能利用情况、新生产线的建设情况补充披露两类销售收

入的变化趋势及其合理性。 

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按照产品应用的不同领域补充披露收入构成与波动分析，

以及毛利率的差异及波动分析； 

应用领域的分析： 

（一）收入占比情况 

类型 应用领域分类 

项目 
2020 年 1 月—3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工业 25,222,713.23 24.13 121,905,929.02 30.70 153,571,261.24 43.19 

农业 79,296,773.96 75.87 275,235,624.38 69.30 202,029,359.86 56.81 

合计 104,519,487.19 100.00 397,141,553.40 100.00 355,600,621.10 100.00 

原因分析 
公司产品分按下游用途分为工业、农业。主要产品中硝酸镁、硝酸钙全部为工业产品；硝酸

铵钙、硝酸钙镁全部为农业产品；硝酸钾即有农业产品也有工业产品。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 五、报告期利润形

成的有关情况”之“（一）营业收入分析”之“2.营业收入的主要构成”之“（5）

其他情况”中补充披露。 

（二）毛利率分析 

项目 

2020 年 1 月—3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销售收入 销售成本 

毛利率

（%） 

销售收入 销售成本 

毛利率

（%） 

销售收入 销售成本 

毛利率

（%） 

工业 25,222,713.23 18,902,977.59 25.06 121,905,929.02 88,192,426.02 27.66 153,571,261.24 104,833,128.55 31.74 

农业 79,296,773.96 60,982,770.32 23.10 275,235,624.38 214,143,346.24 22.20 202,029,359.86 169,333,498.91 16.18 

合计 104,519,487.19 79,885,747.91 23.57 397,141,553.40 302,335,772.26 23.87 355,600,621.10 274,166,627.46 22.90 

工业产品的毛利率略高于农业产品的毛利率，2020 年 1-3 月、2019 年、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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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工业产品较农业产品毛利率的差异分别为 1.96%、5.46%、15.55%； 

2020 年 1-3 月工业产品较农业产品的毛利率差异变动了 3.5%；主要工业产

品毛利率下降 2.60%，农业产品的毛利率增加 0.90%导致。毛利率下降原因主要

是硝酸镁和硝酸钾两个产品综合影响导致；其中硝酸镁售价平均售价下降 167.45

元，成本下降 6.52 元，导致毛利率下降了 8.11%。硝酸钾工业产品 2020 年 1-3

月没有外销，2019 年外销平均售价为 4,433.69 元；内销售价平均为 3,669.42 元；

2020 年 1-3 月内销售价为 3,773.12 元，较上年内销售价增加 103.70 元，但较上

年平均售价下降 161.31 元，但成本价下降了 454.59 元，主要外销成本下降导致

毛利率上升了 8.52%。综合影响工业产品的毛利率下降 2.60%； 

2019 年度工业产品与农业产品毛利率差为 5.46%，较 2018 年产品毛利率变

动了 10.09%，主要为工业产品毛利率下降了 4.08%，农业产品的毛利率上升了

6.01%。工业产品的毛利率下降主要原因为粒状硝酸镁为公司专利产品，2018 年

定价较高，毛利率为 44.18%，2019年公司为扩大市场占用率而下调售价导致 2019

年该产品的毛利率为 37.23%，毛利率下降 6.95%；农业产品的毛利率上升主要

原因为主要原因是硝酸铵钙的平均售价减少 58.41 元/吨，比上年降低 4.57%，硝

酸铵钙的单位成本降低 142.82 元/吨，比上年减少 13.82%，成本的降低导致毛利

率上升，硝酸铵钙单位成本的降低主要原因为硝酸采购成本的降低。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 五、报告期利润形

成的有关情况”之“（三）毛利率分析”之“3.其他情况”中补充披露。 

（2）补充披露自产产品销售与外购产品销售的不同金额及其占

比、对应的毛利率差异分析，结合目前产能利用情况、新生产线的

建设情况补充披露两类销售收入的变化趋势及其合理性。 

自产和外购情况分析： 

（一）收入占比情况 

类型 产品来源分类 

项目 
2020 年 1 月—3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外购 26,375,933.26 25.24 80,910,169.65 20.37 91,939,255.00 25.85 

自产 78,143,553.93 74.76 316,231,383.75 79.63 263,661,366.10 7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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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04,519,487.19 100.00 397,141,553.40 100.00 355,600,621.10 100.00 

原因分析 

公司产品主要以自产为主，外购为辅，在公司供不应求时会选择从外部购买，外购产品

综合毛利率要低于自产产品的毛利率，外购产品产生的毛利占总毛利的 20%以下。 

2018 年公司本部硝酸钾 3 万吨/年生产线投产，生产技术不成熟，自产毛利率为负数，

外购硝酸钾的数量占比为 39.54%；2019 年硝酸钾生产趋于稳定，产能释放，外购硝酸钾的

数量占比为 21.52%。 

2019 年由于市场调整原因，硝酸铵钙的销量较 2018 年下降 7.36%。公司降低了自产硝

酸铵钙的生产，外购硝酸铵钙占比 28.07%；2018 年本部硝酸铵钙 5 万吨/年生产线停产，新

型肥料分公司硝酸铵钙 5 万吨/年生产线投入使用，外购硝酸铵钙占比 32.20%。 

氯化钾全部依靠外购，产品毛利率在 1%-2.60%左右，对外购产品综合毛利率影响较大。 

（二）毛利率分析 

项目 

2020 年 1 月—3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销售收入 销售成本 

毛利率

（%） 

销售收入 销售成本 

毛利率

（%） 

销售收入 销售成本 

毛利率

（%） 

外购 26,375,933.26 22,011,958.36 16.55 80,910,169.65 69,698,828.57 13.86 91,939,255.00 78,237,347.18 14.90 

自产 78,143,553.93 57,873,789.55 25.94 316,231,383.75 232,636,943.69 26.43 263,661,366.10 195,929,280.28 25.69 

合计 104,519,487.19 79,885,747.91 23.57 397,141,553.40 302,335,772.26 23.87 355,600,621.10 274,166,627.46 22.90 

公司自产产品的毛利率变动趋势和全部产品毛利率的变动趋势一致；公司外

购产品主要是硝酸铵钙、硝酸钾、氯化钾，占外购产品的 88%以上，其中氯化钾

的毛利较低，在 1%-2.60%之间，大大降低了外购产品的销售毛利率；2019 年外

购产品中硝酸钾的销售占比增加，而外购硝酸钾的毛利较 2018 年有所下降，同

时公司外购毛利较高的硝酸铵钙的销售也减少，导致外购产品销售毛利率下降；

2020 年 1-3 月外购产品毛利率增加 2.69%，主要为外购硝酸钠的毛利较高导致。  

自产产品较外购产品毛利率高，2020 年 1-3 月、2019 年、2018 年的毛利率

差分别为 9.39%、12.57%、10.79%，差异变动较小。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 五、报告期利润形

成的有关情况”之“（三）毛利率分析”之“3.其他情况”中补充披露。 

（三）产能利用情况及新生产线建设情况 

品种 设计产能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1 -3 月 

产量 销量 产量 销量 产量 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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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酸钾 30,000  10,472.44  12,399.26  24,486.79  29,759.95  8,328.78  6,465.10  

硝酸镁 60,000 67,249.32  59,127.54  56,911.76  50,540.16  13,651.91  12,913.35  

硝酸钙 40,000 13,063.79  14,971.78 19,258.10  15,149.10 4,269.10  3,795.55  

硝酸铵钙 50,000 53,371.08  83,402.92  62,743.15  77,263.06  17,934.78  29,476.41  

2018 年公司本部硝酸钾 3 万吨/年生产线投产，生产技术不成熟，自产毛利

率为负数，外购硝酸钾的数量占比为 39.54%；2019 年硝酸钾生产趋于稳定，产

能释放，外购硝酸钾的数量占比为 21.52%。 

2019 年由于市场调整原因，硝酸铵钙的销量较 2018 年下降 7.36%。公司降

低了自产硝酸铵钙的生产，外购硝酸铵钙占比 28.07%；2018 年本部硝酸铵钙 5

万吨/年生产线停产，新型肥料分公司硝酸铵钙 5 万吨/年生产线投入使用，外购

硝酸铵钙占比 32.20%。 

氯化钾全部依靠外购，产品毛利率在 1%-2.60%左右，对外购产品综合毛利

率影响较大。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 五、报告期利润形

成的有关情况”之“（一）营业收入分析”之“2.营业收入的主要构成”之“（5）

其他情况”中补充披露。 

【主办券商回复】 

主办券商查阅了报告期内产品的销售及分类情况、对收入、成本、毛利率进

行分析；访谈销售部门，了解硝基类产品的市场发展趋势及需求；对工业及农业、

自产及外购产品的销售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查阅相关客户的订单和生产情况

等。 

结合公司上述事项，主办券商认为，公司的工业产品与农业产品毛利率变化

主要为售价变动影响；自产产品毛利率高于外购产品，且差异较为稳定，毛利率

变动合理，未发现重大异常情况。公司毛利率符合行业情况，与同行业变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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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以下为《关于山西金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第

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的签字盖章页） 

 

 

 

 

项目负责人：丛义明 ________ 

 

 

 

 

项目小组成员：杨菲 ________  侯长天 ________  冯鑫 ________ 

 

 

 

 

内核负责人：苏悦 ________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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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以下为《关于山西金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第二次反

馈意见的回复》的签字盖章页） 

 

 

 

 

 

 

 

 

 

 

 

山西金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