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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48                           证券简称：卫星石化                           公告编号：2018-061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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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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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星石化 股票代码 00264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沈晓炜 陆颖 

办公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富强路 196 号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富强路 196 号 

电话 0573-82229096 0573-82229096 

电子信箱 satlpec@weixing.com.cn satlpec@weixing.com.cn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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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358,711,670.06 4,035,686,807.42 8.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26,659,936.27 484,178,861.49 -32.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324,479,187.34 483,038,653.22 -3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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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5,280,026.85 163,404,891.07 25.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77 0.6026 -48.9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71 0.6026 -49.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6% 13.49% -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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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3,041,518.03 10,183,684,007.59 10.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425,782,956.00 7,197,613,262.49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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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9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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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卫星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8.96% 425,019,080 26,019,080 质押 153,100,000 

YANG YA 

ZHEN 
境外自然人 13.44% 143,000,000    

华安未来资产-

工商银行-杭州

光宅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4.89% 52,038,161 52,038,161   

嘉兴茂源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79% 51,000,000    

长城（天津）股

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责任公

司-长城国泰-高

端装备并购契

约型私募投资

基金 

其他 3.91% 41,630,529 41,630,529   

汇安基金-招商

银行-华润深国

投信托-华润信

托景睿 2 号单-

资金信托 

其他 3.26% 34,692,107 34,692,107   

银河资本-浙商

银行-银河资本-

鑫鑫一号资产 

其他 2.45% 26,019,080 26,019,080   

北信瑞丰基金-

工商银行-杭州

盛谟投资合伙

企业 

其他 2.45% 26,019,080 26,019,080   

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52% 16,218,563 16,218,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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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金融管理

局-自有资金 
其他 0.75% 7,078,61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持股 5% 以上的股东中浙江卫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卫星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为杨卫东、马国林和杨玉英；2.杨亚珍与杨卫东为夫妻关系，两人为  本

公司实际控制人；3.浙江卫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嘉兴茂源投资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除

上述关联关系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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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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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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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358,711,670.06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00%；营业利润371,668,283.36元，比上年同期降

低28.4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6,659,936.27 元，比上年同期降低32.53%。值得注意的是，公司2018年4-6

月份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1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93%。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深化“夯实基础管理，强化干部队伍”等重点工作。一是在业务方面平稳推进各项工作。2018 年上

半年，国内经济平稳向好，但受一季度因工业园区供汽事故造成嘉兴基地停车及春节比往年晚一个月的影响，丙烯酸及酯类

价格同比有所回落。二季度随下游复工带来的需求恢复，公司紧抓机遇采取积极有效的销售及管理措施，丙烯酸及酯量价齐

升，其他板块业务稳中有升，实现二季度业绩同比增长。二是在生产方面落实“安、稳、长、满、优”运行要求。报告期内实

现各装置的高负荷运行，未发生安全环保事故。在装置运行周期、年度检修时间上都取得了一定突破。三是在新项目建设上

按计划实施。年产22万吨双氧水项目完成建设，计划七月份投产。年产45万吨PDH二期进度按计划实施，预计2018年底建成

投产。年产15万吨聚丙烯二期项目、年产6万吨高吸水性树脂三期项目、年产36万吨丙烯酸及酯项目等前期工作顺利开展，

计划2019年逐步建成投产。四是连云港石化320万吨/年轻烃综合利用加工项目实施顺利。2018年3月完成乙烷采购协议与美

国乙烷出口设施合资协议正式签约，7月完成首批乙烷专用运输船的租约签订。项目原料保障得到彻底解决。项目设计、专

利技术许可、长周期设备采购等一系列协议正式签订，并实质性开展工作。各项进度符合项目计划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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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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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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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