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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30            证券简称：鲁西化工             公告编号：2019-007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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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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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464,860,778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5.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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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西化工 股票代码 00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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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金成 李雪莉 

办公地址 
山东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化工新材料产业园 

山东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化工新材料产业园 

传真 0635-3481044 0635-3481044 

电话 0635-3481198 0635-3481198 

电子信箱 000830@lxhg.com 000830@lxhg.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为化工、化工新材料及化肥产品的生产销售。主要产品涵盖聚碳酸酯、己内酰胺、尼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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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甲酸、多元醇、甲烷氯化物、氯化石蜡、氯化苄、有机硅、尿素、复合肥等百余种，产品应用领域广

泛。 

（一）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模式没有发生变化。 

公司的经营业绩同比增长，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以实施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为契机，严抓

安全环保管控不放松，开展节能降耗工作，各生产装置保持了长周期经济稳定运行。新建续建项目己内酰

胺二期、聚碳酸酯二期、合成氨、气化炉、双氧水、尼龙6等项目顺利投产，甲醇项目、烷法制酮项目进

入联动试车阶段,进一步优化了园区内的产业结构，产销量增加。公司发挥“一体化、集约化、园区化、

智能化”的园区发展模式，结合市场变化，以“满负荷、低库存、好价格”为原则，保持了产销平衡，实

现经济效益同比增长。 

（二）报告期内，公司所属的行业发展情况 

报告期内，在全球复杂的经济形势以及国内整体经济增速下行的双重压力下，化工行业整体依然延续

2017年的发展态势，大多数产品上半年保持较好价格。下半年起，受中美贸易摩擦以及全球大宗商品波动

的影响，部分化工产品和原料价格出现不同程度、不同阶段的下滑，盈利区间收窄，行业内经营压力进一

步扩大。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21,284,848,435.13 15,761,800,297.45 35.04% 10,948,556,536.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66,994,816.25 1,949,936,379.17 57.29% 252,597,950.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47,813,367.63 1,959,973,392.44 60.60% 203,247,807.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65,126,239.15 4,006,783,040.60 31.41% 1,082,600,510.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015 1.239 62.63% 0.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015 1.239 62.63% 0.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81% 26.62% 6.19% 3.09%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 27,786,544,712.19 27,774,724,142.06 0.04% 25,064,533,125.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747,513,798.23 10,253,947,931.79 4.81% 8,441,179,29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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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893,291,570.77 5,713,972,444.77 5,164,739,148.71 5,512,845,270.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17,320,185.63 902,841,297.65 631,265,202.01 715,568,130.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14,516,455.19 893,456,888.87 621,431,191.26 818,408,832.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5,438,705.47 2,059,028,253.04 989,334,576.17 1,721,324,704.4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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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25,662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28,981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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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西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60% 492,248,464  质押 196,3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67% 39,124,000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

公司－分红－个险

分红 

其他 1.08% 15,887,54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5% 11,023,298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

二组合 
其他 0.68% 9,999,90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0.51% 7,426,976    

梁锦国 境内自然人 0.35% 5,167,500    

中国工商银行－汇

添富成长焦点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4% 5,000,039    

万连步 境内自然人 0.34% 4,957,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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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人寿保险有限

公司 
其他 0.31% 4,522,41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鲁西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

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在流通股股东之间，

公司未知其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公司前 10 名无限售股东中，股东梁锦国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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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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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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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西化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

18 鲁西 01 112825 2023年 12月 13日 90,000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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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

兑付情况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 2019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12 月 13 日。若投资者在本

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末行使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

为 2019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12 月 13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报告期内，本期债

券尚未至付息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2023 年 12 月 13 日，若投资者在本

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末行使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

为 2021 年 12 月 13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

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报告期内，本期债券尚未至兑付日。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2018年11月26日，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对“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出具了信用评级报告，评定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稳定，

本期信用债券等级为AA+。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将于公司年度报告公布后两个月内完成该年度的定期

跟踪评级。此外，自2018年11月26日起，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将密切关注公司以及本期债券有关的信

息，在认为必要时及时启动不定期跟踪评级，就该事项进行调研、分析并发布不定期跟踪评级结果。定期

和不定期跟踪评级结果等相关信息将根据监管要求或约定在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网站

（www.ccxr.com.cn）和交易所网站予以公告，且交易所网站公告披露时间不晚于在其他交易场所、媒体

或者其他场合公开披露的时间。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60.47% 62.22% -1.75% 

EBITDA 全部债务比 46.34% 37.90% 8.44% 

利息保障倍数 6.78 5.71 1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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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化工行业安全环保管控态势日趋严格，化工产品市场竞争

更加激烈。公司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加强党建工作，紧跟国家政策导向，规范

运作，严抓安全环保不放松，优化生产运行,充分发挥智慧化工园区平台作用,各生产装置保持了安稳长满

优。经营团队以市场和客户需求为导向，挖掘产品增值空间，强化财务核算，及时调整产品结构及销售价

格，发挥采购、生产、销售一体化管理平台作用，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积极推动全员创新，提高整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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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质量和工作效率。进一步提升装备制造能力和服务水平，在建续建项目进展顺利。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复

杂严峻的形势下，公司干部员工共同努力，取得了较好经济效益。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化工新材料产品 14,735,754,202.46 4,869,449,252.14 33.05% 72.62% 72.68% 0.02% 

基础化工产品 3,720,399,875.66 764,621,527.49 20.55% -8.97% -14.53% -1.34% 

氮肥产品 1,059,157,841.91 134,119,750.72 12.66% 40.53% 68.35% 2.09% 

复肥产品 1,699,910,179.67 257,073,515.44 15.12% -27.56% -17.25% 1.88% 

其他产品 69,626,335.43 5,402,570.90 7.76% 83.55% 88.18% 0.19%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公司以实施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为契机，严抓安全环保管控不放松，开展节能降耗工作，

各生产装置保持了长周期经济稳定运行。新建续建项目己内酰胺二期、聚碳酸酯二期、合成氨、气化炉、

双氧水、尼龙 6 等项目顺利投产，甲醇项目、烷法制酮项目进入联动试车阶段,进一步优化了园区内的产

业结构，产销量增加。公司发挥“一体化、集约化、园区化、智能化”的园区发展模式，结合市场变化，

以“满负荷、低库存、好价格”为原则，保持了产销平衡，实现经济效益同比增长。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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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详见本报告”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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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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与上年相比，本年因新设增加聊城市鲁西物业有限公司 1家。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四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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