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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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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 2019年上半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巨石 600176 中国化建、中国玻纤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畅 沈国明 

电话 0573-88181888 0573-88181888 

办公地址 浙江省桐乡市梧桐街道文华南路

669号 

浙江省桐乡市梧桐街道文华南

路669号 

电子信箱 ir@jushi.com ir@jushi.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32,091,862,532.96 30,370,459,577.44 5.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513,587,499.86 14,238,244,360.67 1.93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5,478,118.37 1,567,016,921.53 -35.20 

营业收入 5,062,384,258.54 5,017,869,518.74 0.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53,794,168.12 1,267,070,840.43 -16.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66,050,364.09 1,267,295,911.17 -23.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20 9.74 减少2.5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09 0.3618 -1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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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09 0.3618 -16.83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89,56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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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97 944,653,675 0 无 0 

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59 546,129,059 0 质押 510,039,98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4.16 145,842,776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未知 1.25 43,739,942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

合 
未知 1.04 36,552,990 0 无 0 

澳门金融管理局－自有

资金 
未知 0.81 28,222,647 0 无 0 

汇天泽投资有限公司 未知 0.79 27,748,327 0 无 0 

中国银行－华夏大盘精

选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77 27,130,456 0 无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博时中证央企结构调

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未知 0.75 26,280,044 0 无 0 

平安基金－中国平安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个险分红－平安

人寿－平安基金权益委

托投资 2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未知 0.71 24,760,544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和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也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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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亦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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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2012 年中国玻

纤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 

12玻纤债 122187 
2012年 10

月 17日 

2019年 10

月 17日 
1,200,000,000 5.56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53.71 51.99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7.88 10.42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形势仍旧错综复杂，宏观经济增长放缓，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公司

所在的玻纤行业由于受 2018年产能快速集中扩张以及宏观经济下行影响，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

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公司在“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高质量发展目标引领下，坚持观大势、

谋全局、干实事，聚焦提质降本增效，充分发挥规模化优势，突出抓好生产经营、结构调整、管

理提升和队伍建设，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呈现出稳中有进的发展趋势。 

2019年上半年，公司重点工作开展如下： 

1、生产经营有作为 

2019年上半年，公司在产能大幅提升的情况下，充分发挥规模化、协同化优势，以智能工厂

为载体，从“人机物料法”五个方面狠抓落实安全生产工作，生产工艺管控全面优化，各分厂开

机率保持高位稳定，生产效率持续改进。美国项目如期点火投产，生产运行稳步开展；印度项目

扎实推进，开工在即；成都公司整厂搬迁有序进行。 

2、结构调整有亮点 

公司努力以结构调整为核心，以提效降本为导向，以量价兼顾为宗旨，抓好产销各个环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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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衔接，保持生产经营稳定增长。持续优化销售结构和生产结构，坚定不移走高端路线，充分

发挥优势产能作用，大力提升高端产品、高附加值产品、高精尖产品、高端市场、高端客户及制

品比例，瞄准新的发展趋势，确立新的增长目标，促进效益稳定提升。 

3、管理水平有提升 

公司深入实施卓越绩效管理模式，提升核心管理水平，实现管理出效率、管理出效益。系统

推进全面质量管理，不断完善质量考核体系，推动提升工作质量和产品质量。切实加强全面风险

管理，做好顶层设计，强化集中管控，不断完善和优化体制科学、机制灵活、权责明确的管控体

系，梳理好集权、分权与授权管理，管理效率和反应速度得到有效提升。 

4、队伍建设有创新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创新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完善以业务与客户为导向的管理机制；推进人

才发展平台建设，并尝试双职位制度；实施薪酬体制改革，逐步建立市场化和分级自主管理的收

入分配机制；优化一线招工方法，积极开展工程建设、质量体系、采购招标、财务管理等专场培

训。同时，以生产经营为中心，围绕“三建工作法”开展党建工作，加强党组织建设，企业的向

心力和凝聚力不断增强。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根据其相关规

定无需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对首次执行以上准则的累计影响数调整开始执行当年年初

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详见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41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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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公司对财务报表相关科目进行列报调整，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

据进行调整，详见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41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

计的变更。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