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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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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5 日（星期一） 16:00-17:00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通过网络文字互动的方式召开了 2022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2022 年 8 月 23 日，公司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ee.com.cn）披露了《关于召开 2022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

的公告》（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2-086），现将此次网上业绩说明会

召开的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说明会基本情况 

2022 年 9 月 5 日，公司董事长段文瀚先生，党委书记、董事、总

经理崔周全先生，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钟德红先生，独立董

事郭鹏飞出席了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就 2022 年半年度报告、经营

状况、行业政策等问题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

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问答。 

二、本次说明会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一）预征集问题回复 

公司前期通过邮件等渠道收集到了投资者相关问题，本次说明会

先集中回答了上述普遍关注的 6 个问题，具体问题及回复整理如下： 

问题 1：公司上半年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回复：上半年，公司积极落实国内化肥保供稳价政策，加大国内

市场的调运和投放的力度，全力保证国内化肥供应，维护国内市场磷

肥价格平稳可控。国际化肥市场供需偏紧，价格持续高位波动，公司

在保障国内供应的基础上，积极统筹好国内、国际磷肥市场资源配置，

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生产装置实现高效、满负



 

荷、长周期运行，主要产品成本得到有效控制和优化。公司聚甲醛、

黄磷、饲钙产品价格同比上涨，非肥产品盈利能力和占比进一步提升。

公司充分发挥“磷矿—磷酸”、合成氨等原料高度自给的一体化优势，

同时加强对煤炭、硫磺等大宗外购原料进行战略采购和储备，有效缓

解了原料价格上涨的影响。同时，公司参股公司经营业绩提升，投资

收益同比增加。 

问题 2：公司非肥业务提升明显，请问是哪些业务占比较高？ 

回复：公司非肥业务板块主要包括聚甲醛、饲料级磷酸钙盐、黄

磷等产品。上半年，公司生产聚甲醛产品 5.66 万吨、黄磷 1.44 万吨、

饲料级磷酸钙盐 29.48 万吨，同比增加 4.43%、24.14%、25.13%，相

关产品价格维持高位运行，非肥业务板块毛利为 17.75 亿元，同比增

加 9.69 亿元。同时，公司快速推进转型升级，精细磷化工、氟化工领

域相关项目陆续投产，公司高质量发展基础更加牢固。 

问题 3：公司在精细化工方面转型升级取得了哪些成效？ 

回复：公司依托自身资源、生产技术及产业一体化运营优势，持

续壮大精细化工产业，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在精细磷化方

面，2.2 万吨/年多功能磷酸项目（聚磷酸、食品磷酸）、5000 吨/年磷

系阻燃剂 PMPP 项目、4 万吨/年磷酸二氢钾项目建成投产，正在建设

2000 吨/年磷系阻燃剂 EPPE 项目；精细氟化工方面，1500 吨/年 2,4

二氟硝基苯建成投产，与多氟多合作的 5000 吨/年六氟磷酸锂项目建

成投产，1 万吨/年氟化氢铵联产 4000 吨/年氟化铵项目正在抓紧建设；

在新材料方面，继续提升聚甲醛附加值，持续推出改性聚甲醛和聚甲

醛纤维等新产品。 

问题 4：公司新能源项目建设进度如何？ 

回复：公司新建 10 万吨/年磷酸铁装置 8 月份已进入设备调试、

试生产阶段，9 月进入全面投产阶段。配套设施 10 万吨/年精制磷酸

一期、二期项目已经相继投产，20 万吨/年双氧水项目正在按计划推

进。公司正积极加快 2×20 万吨/年磷酸铁项目的用地、建设报批等



 

工作，计划于 2023 年底建成投产。 

问题 5：研发费用同比增加 159.09%，主要用于哪些项目？ 

回复：公司研发费用增长较多，主要用于电池新材料、阻燃剂、

磷肥产品助剂添加实验研究、基础肥研究、萃余酸综合利用研究项目

等。 

问题 6：公司磷矿出售和自用比例分别为多少？现磷矿石自给率

是多少？ 

回复：公司磷矿石全部用于化肥及精细磷化工领域原材料。目前，

公司磷矿石基本完全自给。 

（二）现场投资者问题回复 

本次说明会现场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答复整理如下： 

问题 7：请问公司是否有计划做锂电池行业的一体化布局? 

回复：感谢您的关注。公司目前正全力推进磷酸铁项目及相关配

套工程建设。在此基础上寻求加强与产业链下游合作的方式和路径，

充分发挥好公司在资源、技术、规模和产业链方面的自身优势。目前，

没有做锂电池产业链一体化布局的计划。 

问题 8：请问公司参与的亚洲最大的玉溪锂矿什么时候开工建设，

公司二期 20 万吨磷酸铁什么时候建成。公司下半年化肥出口配额是

多少万吨，公司一期 10 万吨的磷酸铁按目前市场价 1 吨利润多少？ 

回复：感谢您的关注。（1）2022 年 2 月，公司与恩捷股份、华

友控股、亿纬锂能及玉溪市政府签订《新能源电池全产业链项目合作

协议》，根据协议约定，将共同投资设立合资矿产开发公司，公司持

股 17%。各方将发挥各自优势，借助玉溪的矿产资源，通过合资公司

取得探矿权、采矿权后，共同开发矿产资源。目前已签订合资协议，

各方正在推进合资公司组建事宜。（2）公司正积极加快 2×20 万吨/

年磷酸铁项目的用地、建设报批等工作，计划于 2023 年底建成投产。

（3）公司一期 10 万吨/年磷酸铁装置 8 月份进入设备调试、试生产

阶段，9 月进入全面投产阶段。（4）公司将按照国家出口法检政策规



 

定，积极研判国际和国内市场，在坚决执行国内化肥保供稳价政策的

基础上，努力实现产品价值最大化。 

问题 9：1.云天化磷酸铁项目，铁法是 20 万吨，铵法是 30 万吨

是否正确？2.铁法和铵法的成本大概是多少钱每吨，大概即可？3.二

期 20 万吨项目是否于 11 月 30 日施工完成，12 月份试生产，明年 1

月份投产？4.另外二期 20 万吨，预计提前多少时间能建设完毕。5.磷

酸铁是否具备出口条件，外国的市场如何？6.云南玉溪新能源项目，

公司计划是建设磷酸铁还是磷酸铁锂？ 

回复：感谢您的关注。公司计划投建 50 万吨/年磷酸铁项目中，

30 万吨装置计划采用“铵法”工艺；公司目前正在开展“铁法”中试

论证，如技术成熟，剩余 20 万吨装置将采用“铁法”工艺。公司将

按计划推进相关项目建设，公司正积极加快 2×20 万吨/年磷酸铁项

目的用地、建设报批等工作，计划于 2023 年底前建成投产。公司磷

酸铁产品目前计划以国内市场为主，同时也关注国际市场情况。公司

参与玉溪新能源项目，根据项目的总体推进情况，在参股矿业公司的

基础上，主要配套建设磷酸铁项目。 

问题 10：公司新能源部分能创造多少利润？ 

回复：感谢您的关注。公司新能源材料产业具有较好的资源、成

本、规模优势。9 月进入全面投产阶段，尚未对公司业绩产生影响。 

问题 11：请问公司磷酸铁成本多少，按照目前售价，50 万吨磷

酸铁全部达变后，可带来多少利润？目前化肥销售情况如何，生产线

开工率多少？公司锂电池回收中试线是否建成，后续何时建设锂电池

回收项目。还有就是目前化肥出口情况如何，目前化肥出口政策是否

有所变化，网传化肥出口配额制是否出台，如出台公司有多少配额。

公司采购的高价硫磺库存如何？ 

回复：感谢您的关注。公司磷酸铁项目预计利润，请参考公司公

告临：2021-121 号，因市场价格和成本波动，具体盈利情况可能相应

波动，具体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公司化肥销售正常，目前正在全力



 

满足秋季市场，主要生产装置全部满负荷运行。公司充分发挥多年硫

磺战略采购和储备的优势，在高价时期已控制采购节奏，目前硫磺库

存成本处于合理水平。 

问题 12：请问云南友天新能源 50 万吨磷酸铁锂项目是否为公司

与华友集团共同建设，公司在前期互动问答中表示，玉溪锂矿开发公

司目前正在筹备，注册资金 1000 万元，2 月份协议中说公司投资将

在确定玉溪磷矿资源后投入，目前是否取得，该磷矿可开采量为多少。

网传公司有意进军化学储能领域，是否有这方面的计划。在国有资产

改革上集团公司有无将优质资产注入上市公司计划。镇雄磷矿目前有

什么进展。公司与丰元股份有无合作计划。 

回复：感谢您的关注。公司将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问题 13：请问，公司出口人民币汇率套期保值，获取的收益如何，

目前人民币贬值，是否可以适当增加敞口，使公司利益最大化。 

回复：感谢您的关注。公司积极加强汇率变动研判，公司通过做

好出口化肥和原料进口平衡与匹配，降低汇率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影

响。 

问题 14：今年 4 月，比亚迪弗迪电池来安宁考察项目选址，公司

下一步与其有无合作计划。近期化肥价格大跌，是否会影响公司第三

季度业绩，就 7.8 月销售情况看，三季度业绩预计如何。磷酸铁产品

下游企业验证情况如何。 

回复：感谢对公司的关注。公司目前暂无与比亚迪开展合作的计

划。近期磷肥产品价格下降，但硫磺、合成氨等原料成本下降，产品

价格下降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有限。8 月中旬，公司磷酸铁已经向下游

送样。 

问题 15：花匠铺今年前半年利润多少，1000 亩示范基地全部建

成后，可带来多少利润？锂电池回收中试项目试验情况如何？媒体报

道近期云南小磷肥企业停产，是否属实，三季度化肥销售情况如何。

目前化肥出口法检周期多久。公司甲醇产能多少，是否出售。目前硫



 

磺等原料价格下跌，化肥利润较二季度是上升还是下降？公司在碳中

和领域今后有何布局？下半年有哪些新建项目投产？ 

回复：感谢对公司的关注。花匠铺目前正处于建设期，不会对公

司当期业绩产生重要影响。近期个别外购磷矿、合成氨等主要原料的

中小磷肥企业，受到出口法检政策等因素影响，存在停产、减产的情

况。目前，公司化肥销售情况正常。公司甲醇产能 26 万吨/年，除作

为聚甲醛生产原料外，对外销售约 19 万吨/年。公司产品的利润情况，

请关注后续公司定期报告。 

问题 16：请问公司一期 10 万吨磷酸铁每吨成本多少，下游企业

验证情况如何。 

回复：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对于磷酸铁的成本情况，公司将严

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关注公司后续定期报告的相关信息。8 月中

旬，公司磷酸铁已经向下游送样。 

本 次 业 绩 说 明 会 的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上 证 路 演 中 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公司相关信息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感谢各位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说明会，

公司在此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并积极提出建议的投资者

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