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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9                           证券简称：华锦股份                           公告编号：2019-040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锦股份 股票代码 0005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世界 徐力军 

办公地址 辽宁省盘锦市双台子区红旗大街 辽宁省盘锦市双台子区红旗大街 

电话 0427-5855742 0427-5855742 

电子信箱 huajincorp@163.com huajincorp@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8,328,682,761.12 16,278,444,549.52 12.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38,207,007.57 762,714,947.29 -29.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28,049,965.00 757,298,947.38 -30.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46,519,323.34 64,262,359.88 -1,261.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65 0.4769 -29.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65 0.4769 -29.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0% 6.08% -2.0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7,513,185,299.50 32,460,677,530.24 -15.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332,259,553.11 13,174,481,488.95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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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0,22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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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16% 514,417,536    

振华石油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92% 158,601,100    

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5.78% 92,400,539    

黄杰 境内自然人 2.04% 32,593,193    

陈前平 境内自然人 1.39% 22,288,86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65% 10,381,118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3% 10,017,848    

李强 境内自然人 0.36% 5,721,400    

陈忠达 境内自然人 0.35% 5,670,355    

侯庆虎 境外自然人 0.31% 4,999,80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振华石油控股有限公司、中兵投资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兵器集团全资子公司，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其他

7 名股东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 

18 华锦 01 112781 2023/11/21 250,000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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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49.37% 57.69% -8.32%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6.46 8.1 -20.25%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否 

上半年，面对国际油价波动、人民币汇率变化、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国内石化产能增加、安全环保整治等

多种因素叠加给企业带来的困难和挑战，各单位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新时代集

团公司发展方针，聚焦主责主业，履行“创效、改革、发展”三大使命，坚守“安全、环保、廉政”三条底线，着力“基

础再建再提高、动能再造再提升、优势再创再提速”，较好完成了主要经营指标及重点工作任务。  

累计实现营业务收入 183.29 亿元；实现利润总额 6.66 亿元；重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果，重大安全环保

事故为零。  

回顾上半年工作，主要有以下成果：  

（一）优化生产，装置运行质量明显改善  

石化企业实现高负荷优化生产。31 套石化装置运行平稳正常，其中核心生产装置炼油、乙烯运转率 100%，

生产负荷分别达到 99.1%和 108.32%，同比分别提高 6.86 和 1.84 个百分点，油品和聚合物产量同比分别增加 25

万吨和 2.9 万吨；优化生产工艺，乙烯装置五炉高负荷运行 152 天，5 号裂解炉连续运行创 111 天的历史最好记

录，双烯收率、乙烯综合能耗指标创历史最佳值，炼油装置完成 8 个油种、20 多种混配比例的原油加工，常减

压饱和液化气收率由设计值的 12.5 吨/小时提高到 18 吨/小时，轻油收率达到 84.5%，实现了降耗增效；双兴公司

本体 ABS 及丁二烯产量合计同比增加 0.55 万吨，本体 ABS 产品质量进一步改善。  

化肥企业保持良好效益。锦天化公司合成、尿素装置运转率均达 100%，A 级连续超过 300 天，天然气供量

同比增加 214 万方，尿素产量 29.8 万吨，其中，大颗粒尿素和缓释大颗粒尿素产量同比增加 1.1 万吨。  

北沥公司运行质量持续改善。沥青装置生产负荷达 99.3%，创近 3 年最好水平，同比提高 11.3 个百分点，各

种产品产量同比增加 41.7 万吨  

公用辅助企业保连续、降成本取得新成果。储运分公司长输管线运行安全平稳，原油、柴油输送储存损失

分别降至 0.275‰和 0.84‰的历史最好水平；热电分公司 1-3#脱硫装置 A 级连续运行 264 天，通过锅炉低氮燃烧调

整、采用节能药剂等措施运行成本进一步降低；工程分公司通过设备巡检发现隐患 352 项，完成检修项目 1.3 万

项；辽河化肥加强水资源管理，净水回收率由 96%提高至 98.87%，污水回用量进一步提高；塑料公司编织袋、

棚膜产量稳步增长；物流分公司铁路安全运行 1820 天。  

（二）供保降本，采购工作取得新成效  

深挖原油采购潜力降成本。面对油价波动、贴水上涨、人民币贬值带来的成本压力，原油采购部门持续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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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油种、挖潜增效，通过抓尾货、机会油种把握及长约订购，与市场水平比降低采购贴水；针对中东紧张局势

制定原油保供预案，及时调整装船时间、采购油种，保证了原油稳定供应。  

紧盯大宗物资采购降成本。锦天化公司与中海油签署“供气价格与尿素价格联动机制”协议。  

通过招标、询比价、框架协议招标、打破独家采购、价格分析等措施，严控各类物资采购成本。  

（三）市场为本，优化营销管理创效显著  

一是销售渠道持续拓展。聚烯烃产品东北高价区销量占总销量的 38.3%，比计划提高 3.3 个百分点。利用异

地库现货销售聚烯烃和油品 12.4 万吨，比计划增加 0.52 万吨。优化和创新营销模式，线上竞价产品销量 24.2 万

吨，比计划增加 3.2 万吨，成交价与最低报价比增效 1881 万元。  

二是产销结构进一步优化。累计销售聚烯烃高附加值产品 18.6 万吨，占总销量的 64%，比计划提高 4 个百

分点。航煤和石脑油大厂直供销量分别达到 2.07 和 13.4 万吨，同比分别增加 1.4 和 1.6 万吨。年初抓住负号油需

求收尾的机会，销售-35#柴油 11.8 万吨元。  

三是营销管理稳步加强。及时调整产品价格，合理控制销售节奏，实现了对市场的快速反应，多数产品保

持同行业较高价位；先后 30 次调整聚合物牌号生产计划，实现差异化和错峰生产；与 136 家核心用户签订销售

框架协议，协议量占年度计划销量的 73.2%，保证了销售顺畅和渠道稳定；通过对经销商严格管理和考核，优化

和淘汰 54 家经销商，将有效的资源向核心和忠诚客户倾斜。  

（四）从严治党，党建工作取得新实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扎实推进，基层党建工作持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宣传思想工作

形式多样，群团工作实效性明显增强。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财政部于2017年陆续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 -套期会计》
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等多项会计准则（简称“新金融工具

准则”），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  

公司2019年4月19日召开的六届二十一次董事
会及六届十一次监事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会

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执行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

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文件，变更财务报表格式。  

公司2019年8月20日召开的六届二十五次董事

会及六届十三次监事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会
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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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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