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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30                证券简称：鲁西化工            公告编号：2019-051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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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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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雪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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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635-3481198 0635-3481198 

电子信箱 000830@lxhg.com 000830@lxh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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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61,402,681.71 10,607,264,015.54 -7.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63,285,981.84 1,720,161,483.28 -55.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48,750,660.24 1,707,973,344.06 -56.16%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46,998,546.39 2,554,466,958.51 -39.4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13 1.128 -54.5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13 1.128 -54.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16% 19.25% -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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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32,531,494.09 27,786,544,712.19 0.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268,856,969.45 10,747,513,798.23 -4.45% 

注：每股收益按照属于本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当期净利润，减去对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的分配1190万元，

除以发行在外的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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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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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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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26% 18,485,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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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4% 12,347,398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分红－个险

分红 
其他 0.47% 6,867,632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社保

基金四二三组合 
其他 0.41% 6,000,035    

梁锦国 境内自然人 0.35% 5,175,200    

李玲 境内自然人 0.27% 4,008,000    

何发秀 境内自然人 0.23% 3,357,591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其他 0.21% 3,074,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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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1,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4%。

股东何发秀通过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 3,097,59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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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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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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18 鲁西 01 112825 2023 年 12 月 13 日 90,000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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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92% 60.47%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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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3 9.83 -3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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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产品市场形势严峻，竞争激烈，公司党委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董事会紧跟国家政策和市场行情变化，及时调整应对，规范运作，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坚持安全稳定运

行就是最大的效益，严抓安全环保节能管控，实施了降低频繁作业点、严格工艺安全等专项工作，充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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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智慧化工园区平台作用，调度平衡生产资源，严格经济指标考核管理，持续优化调整，上半年生产经营

正常。经营团队持续增强专业能力，紧跟市场，强化成本核算，结合公司实际及时调整产品价格和产品结

构，充分利用系统当家工程，在服务客户的同时，降低市场风险，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制造工程团队借

助先进的工器具，积极提升设计制造能力，与生产运行相融合，推进在建续建项目的顺利进行，二期尼龙

6部分系统、续建甲酸、环己烷制酮项目已投产，四氯乙烯项目试车顺利。公司持续推动全员创新，营造

浓厚的创新氛围，有效提升了各领域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进一步提升企业竞争力。在低迷的市场形势

下，公司干部员工共同努力，保持了健康稳定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8.61亿元，同比下降7.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63亿元，

同比下降55.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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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订）》（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套期会计（2017 年修订）》（财会[2017]9 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 年

修订）》（财会[2017]14 号）（上述准则本文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 1月 1 日起施行。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已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根据衔接规定，本公司无需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追溯调整前期可比数据。 

2019年4月30日，财政部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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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 2019年度中期财务

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已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

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根据要求编制 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并对对比期进行调整，不

会对公司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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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子公司聊城鲁西化工农资连锁有限公司办理了工商注销手续。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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