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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方贤水、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毛应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吴震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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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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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76,662,009,363.99 59,624,677,810.44 61,834,734,496.64 23.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元） 
22,263,463,081.96  17,801,881,185.16 18,359,857,542.60 21.26%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

期末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0,475,258,083.43  -11.63% 62,204,755,208.32  -6.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元） 
 936,829,830.81  -21.92%  2,213,626,783.79  -9.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828,995,924.20  -22.23%  1,900,882,279.02  -6.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 -- 2,088,947,289.97 42.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 -37.74% 0.78 -27.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 -36.54% 0.77  -28.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8% -3.01% 11.37%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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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金额 

说

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670,455.47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

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50,695,948.77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46,830,590.15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

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88,188,665.63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24,962,376.96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1,273,584.8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6,976,481.09  

减：所得税影响额 112,048,416.9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8,511,308.13  

合计 312,744,504.7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

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

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

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3,41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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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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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1.06% 1,166,854,744 170,592,433 质押 858,841,626 

杭州恒逸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6.94% 197,183,098 0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信托－恒逸石化第三期员

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3.13% 88,988,495 0   

富丽达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64% 75,124,910 75,124,910 质押 23,860,000 

兴惠化纤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64% 75,124,910 75,124,910   

南华基金－浙商银行－南华基

金鑫华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57% 73,022,284 0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西藏信托

－泓景 19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62% 45,999,944 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华

润信托·华颖 6 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1.55% 44,142,408 0   

鑫沅资管－“创赢”组合投资

类理财产品 170720－鑫沅资产

鑫梅花358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53% 43,478,260 43,478,260   

北信瑞丰基金－中信理财之慧

赢系列智选天天快车理财产品

－北信瑞丰基金中信1号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1.42% 40,355,077 40,355,077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 996,262,311 人民币普通股 996,262,311 

杭州恒逸投资有限公司 197,183,098 人民币普通股 197,183,098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长安信托－

恒逸石化第三期员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88,988,495 人民币普通股 88,988,495 

南华基金－浙商银行－南华基金鑫华 1 号

资产管理计划 
73,022,284 人民币普通股 73,022,284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西藏信托－泓景 19 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5,999,944 人民币普通股 45,999,944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华润信托·华颖

6 号单一资金信托 
44,142,408 人民币普通股 44,142,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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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安基金－浙商银行－汇安基金－湖畔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39,899,398 人民币普通股 39,899,398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航信托·天启

【2017】299 号恒逸石化员工持股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38,937,177 人民币普通股 38,937,177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27,944,260 人民币普通股 27,944,26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25,983,477 人民币普通股 25,983,47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杭州恒逸投资有限公司为恒逸集团的控股子

公司。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137,268,447 股，还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9,586,297 股，合计持有 1,166,854,744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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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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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 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率

(%) 
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32,532 12,294 165% 
主要系报告期衍生品投资规模及其浮动

盈亏变动 

应收票据 146,504 110,800 32% 主要系报告期末在库票据增加 

预付款项 144,415 94,428 53% 主要系预付经营性货款增加 

应收利息 54 102 -47% 
主要系报告期内委托贷款余额下降导致

应收利息下降 

存货 422,086 301,975 40% 主要系原材料及库存商品增加 

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资产 2,211 231 859% 主要系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应收款增加 

在建工程 2,926,344 1,749,526 67% 
主要系文莱 PMB 石油化工项目、海宁项

目投资支出增加 

短期借款 1,849,344 1,376,455 34% 主要系报告期内短期融资增加 

交易性金融负债 1,723 1,021 69% 
主要系报告期末远期外汇合约浮动盈亏

变动 

衍生金融负债 0 224 -100% 主要系期初远期外汇合约已到期交割 

应付账款 641,301 471,816 36% 
主要系文莱 PMB 石油化工项目试运营

阶段应付原料款及工程款增加 

预收款项 
87,922  

 

54,730 
61% 

 

主要系公司预售商品增加，预收账款增

加 

应付职工薪酬 24,044 16,293 48% 
主要系公司经营规模扩大，应付职工薪

酬增加 

应交税费 
60,656  

 

26,091 
132% 

 

主要系公司应交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增

加 

其他应付款 38,273 139,426 -73% 主要系报告期内减少应付往来款 

长期借款 1,273,700 971,444 31% 主要系报告期内项目贷款增加 

应付债券 398,811 298,835 33%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发行公司债券 

长期应付款 56,056 98,759 -43% 主要系报告期融资租赁款减少 

递延收益 18,259 8,887 105% 
主要系报告期收到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

助增加 

库存股 5,195 12,577 -59% 主要系报告期内部分限制性股票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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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综合收益 43,342 10,008 333% 主要系报告期内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增加 

利润表项目 

年初到报

告期末金

额 

上年同期

金额 

变动比率

(%) 
变动原因 

税金及附加 13,341 7,706 73% 
部分公司留抵税额减少，应交增值税增

加，附加税相应增加 

研发费用 39,013 18,950 106% 主要系报告期内研发投入增加 

其他收益 29,880 10,906 174% 
主要系报告期与生产经营相关的政府补

助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8,170 5,157 58% 
主要系报告期末外汇及商品衍生品公允

价值变动 

营业外收入 487 1,818 -73% 
主要系报告期与生产经营无关的政府补

助减少 

营业外支出 2,475 305 711% 
主要系报告期内捐赠支出等营业外支出

增加 

现金流量表项目 

年初到报

告期末金

额 

上年同期

金额 

变动比率

(%)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08,895 147,032 42% 

主要系报告期内因公司利润向好及结算

方式影响，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增加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23,486 101,150 220% 
主要系衍生品投资保证金退回，以及收

回参股公司的委托贷款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523,222 999,196 52% 主要系公司新建项目所支付的现金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199,736 -898,047 34% 主要系公司新建项目所支付的现金增加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836,953 983,576 87% 主要系公司债务周转及偿债金额增加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的影响 
-27,225 3,357 -911% 

主要系报告期汇率波动，外币结算中的

损益变动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272,627 392,574 -169% 

主要系报告期银团贷款资金陆续对外支

付，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减少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 

（1）2019年7月30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中止审查通知书》。 

（2）2019年8月7日，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恢复审查。 

（3）2019年8月27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恢复审查通知书》。 

（4）2019年9月19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2、文莱PMB石油化工项目进展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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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9年7月12日，关文莱PMB石油化工项目进入全面试车。 

（2）2019年9月7日，文莱PMB石油化工项目产出合格产品。 

3、40万吨/年己内酰胺扩能改造事项 

2019年8月9日，子公司浙江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设的“40万吨/年己内

酰胺扩能改造项目”已于近日建成并正式投产运行。 

4、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进展 

2019年8月30日，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四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发行 A 股可转

换公司债券事

项 

2019 年 07

月 30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收到<中国证监

会行政许可申请中止审查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92） 

2019 年 08

月 07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向中国证监会申

请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恢复审查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94） 

2018 年 08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收到<中国证监

会行政许可申请恢复审查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00） 

2018 年 09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收到<中国证监

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119） 

文莱 PMB 石油

化工项目进展

事项 

2019 年 07

月 12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文莱 PMB 石油

化工项目进入全面试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89） 

2019 年 09

月 07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文莱 PMB 石油

化工项目产出合格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10） 

40 万吨/年己内

酰胺扩能改造

事项 

2019 年 08

月 09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 40 万吨/年己内

酰胺扩能改造项目投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95） 

第一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

进展 

2019 年 08

月 30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第四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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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

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证券投资情况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单位：万元 

衍生品投资类型 

衍生品投

资初始投

资金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期末投

资金额 

期末投资金额

占公司报告期

末净资产比例 

报告期

实际损

益金额 

远期外汇合约 199,077 2018/11/2 2020/8/14 147,552 6.63% 1,597 

商品衍生品 10,014 2018/1/1 2020/12/31 57,107 2.57% 16,542 

合计 209,091 -- -- 204,659 9.19% 18,139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公司自有资金 

涉诉情况（如适用） 无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

告披露日期（如有) 
2019 年 0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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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

告披露日期（如有) 
2019 年 02 月 15 日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

分析及控制措施说明（包

括但不限于市场风险、流

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操

作风险、法律风险等） 

1、市场风险：在行情变动急剧时，公司可能无法完全实现锁定原材料价格

或产品价格，造成损失。2、流动性风险：商品衍生品交易在公司《商品衍

生品交易管理制度》中规定的权限内下达操作指令，如市场波动过大，可能

导致因来不及补充保证金而被强行平仓所带来的实际损失。3、操作风险：

由于期货及远期交易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会存在因信息系统或内部

控制方面的缺陷而导致意外损失的可能。4、信用风险：价格出现对交易对

方不利的大幅度波动时，交易对方可能违反合同的相关规定，取消合同，造

成公司损失。5、法律风险：因相关法律制度发生变化或交易对方违反相关

法律制度可能造成合约无法正常执行而给公司带来损失。公司采取的风险控

制措施：公司董事会已审议批准了《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和《商

品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规定公司从事衍生品投资业务，以套期保值为主

要目的，禁止投机和套利交易。制度就公司业务操作原则、审批权限、内部

审核流程、责任部门及责任人、信息隔离措施、内部风险报告制度及风险处

理程序等做出明确规定，符合监管部门的有关要求，满足实际操作的需要，

所指定的风险控制措施是切实有效的。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

场价格或产品公允价值变

动的情况，对衍生品公允

价值的分析应披露具体使

用的方法及相关假设与参

数的设定 

已投资衍生品本报告期市场价格或产品公允价值变动的情况，对衍生品公允

价值的分析应披露具体使用的方法及相关假设与参数的设定。年初至报告期

末，公司衍生品投资影响当期损益金额：18,139 万元。公司对衍生品投资按

照公允价值计价，远期外汇基本按照银行、路透系统等定价服务机构等提供

或获得的价格厘定，企业每月均进行公允价值计量与确认；期货的交易价格

即为公允价格。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

政策及会计核算具体原则

与上一报告期相比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否，公司根据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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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号-套期保值》、《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

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相关规定及其指南，对开展的衍生品投

资业务进行相应的核算处理，反映资产负债表及损益表相关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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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

资及风险控制情况的专项

意见 

公司以套期保值为目的开展的衍生品投资业务，与公司日常经营需求紧密相

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且公司建立了《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

制度》和《商品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加强了风险管理和控制，有利于提

高公司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 年 08 月 2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具体参考深交所互动易恒逸石化 2019 年 8

月 23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9 年 08 月 2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具体参考深交所互动易恒逸石化 2019 年 8

月 29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9 年 09 月 0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具体参考深交所互动易恒逸石化 2019 年 9

月 3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9 年 09 月 0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具体参考深交所互动易恒逸石化 2019 年 9

月 6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9 年 09 月 2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具体参考深交所互动易恒逸石化 2019 年 9

月 24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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