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0830               证券简称：鲁西化工             公告编号：2020-010 

债券代码：112825               债券简称：18 鲁西 01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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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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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635-3481044 0635-3481044 

电话 0635-3481198 0635-3481198 

电子信箱 000830@lxhg.com 000830@lxh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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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为化工产业和化工工程产业。主要产品涵盖聚碳酸酯、双氧水、己内酰胺、尼龙 6、甲

酸、多元醇、甲烷氯化物、氯化石蜡、氯化苄、有机硅等百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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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主要原因是：1、本报告期，受市场影响，主要产品销售价格同比下降幅

度较大，导致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同比下降。2、报告期内，公司非经常性损益主要是公司与政府部门签订

《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书》，完成退城进园一体化项目及老厂区搬迁，以及其他政府补助等，公司按

照相关会计准则规定进行账务处理，对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影响金额为 69,061.19 万元。 

（二）报告期内，公司所属的行业发展情况 

报告期内，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国内化工行业竞争激烈，政府部门持续加大安全环保监管力

度，化工行业依然延续震荡情形，大多数化工产品价格呈现波动下滑趋势，盈利空间收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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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17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8,081,576,304.00 21,284,848,435.13 21,286,470,482.13 -15.06% 15,761,800,297.45 15,761,983,316.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1,691,616,406.13 3,066,994,816.25 3,067,752,732.30 -44.86% 1,949,936,379.17 1,950,053,622.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937,618,901.32 3,147,813,367.63 3,147,813,367.63 -70.21% 1,959,973,392.44 1,959,973,392.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3,095,808,905.78 5,265,126,239.15 5,266,749,802.64 -41.22% 4,006,783,040.60 4,006,929,383.1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47 2.015 2.015 -43.08% 1.239 1.23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147 2.015 2.015 -43.08% 1.239 1.2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76% 32.81% 32.81% -17.05% 26.62% 26.62%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2017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元） 30,210,327,953.03 27,786,544,712.19 27,790,615,681.11 8.71% 27,774,724,142.06 27,775,870,48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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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11,191,509,541.77 10,747,513,798.23 10,749,388,957.72 4.11% 10,253,947,931.79 10,255,065,175.23 

说明：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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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17 年和 2018 年数据的变动原因为本报告期增加了山东鲁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该合并为同一控

制下企业合并。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969,205,033.67 4,892,707,081.99 3,780,797,811.64 4,438,866,376.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2,211,961.02 401,323,214.52 100,768,256.99 827,312,973.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7,954,708.20 391,045,145.74 82,229,242.69 106,389,804.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4,737,302.76 942,358,513.77 569,956,085.84 978,757,00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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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111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24,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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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54% 22,519,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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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9% 10,057,69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

方达中证国企一带一路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7% 8,3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

证国企一带一路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6% 6,696,005    

付小东 境内自然人 0.44% 6,515,025    

刘斌 境内自然人 0.38% 5,578,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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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锦国 境内自然人 0.35% 5,175,200    

李玲 境内自然人 0.32% 4,69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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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刘斌通过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578,38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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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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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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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18 鲁西 01 已于 2019 年 12 月 13 日支付 2018 年 12 月 13 日至 2019 年 12 月 12 日期间的利

息（债权登记日：2019 年 12 月 12 日，付息日 2019 年 12 月 13 日）。详情请参阅公司 2019

年 12 月 10 日披露的《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2019 年付息公

告》。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2019 年 6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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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018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62.54% 60.46% 2.08% 

EBITDA 全部债务比 30.73% 46.35% -15.62% 

利息保障倍数 3.87 6.78 -42.92%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持续加强党建工作，将党建工作与企

业文化、企业实际工作深入融合，转化为内生动力，提高企业凝聚力。紧跟国家政策变化，规范运作，结

合企业实际及时研究调整，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严抓安全环保管控不放松，加强生产调度平衡，不断优

化运营模式，强化考核评价机制，全年保持了安全稳定运行。经营团队高效联动，以市场和效益为导向，

发挥园区一体化优势，弹性调节，保持效益最大化。始终坚持“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在采购、销售、

物流等经营领域强力推行“系统当家工程”，把繁琐的工作自动化，把经营工作交给系统当家，做到“公

平廉洁第一、效益第二”。全员立足岗位创新，有效提升了各领域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积极培育化工

工程产业，提升装备制造能力和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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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上下共同努力，保持了公司健康稳定发展态势。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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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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21,958,008.53 2,677,392,094.49 20.88% -12.99% -45.02% -12.17% 

基础化工产品 3,138,819,973.99 495,671,570.46 17.40% -15.63% -35.17% -3.15% 

氮肥产品 710,321,796.92 45,895,679.46 6.46% -32.94% -65.78% -6.20% 

复肥产品 1,279,980,846.01 145,822,857.24 11.39% -24.70% -43.28% -3.73% 

其他产品 130,495,678.55 10,751,506.68 8.24% 83.16% 65.95% -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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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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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财务报告  五、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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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因企业合并增加山东鲁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家公司，因新设新增东昌（欧洲）有限责任公司、

聊城鲁西双氧水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聊城鲁西物流有限公司共 3家公司，因处置减少聊城市鲁西物业有

限公司 1 家公司，因注销减少聊城鲁西化工农资连锁有限公司 1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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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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