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0248                                                  公司简称：延长化建 

 

 

 

 

 

 

 

 

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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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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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齐伟红 出差 刘  勐 

董事 李  智 出差 符杰平 

 

 

4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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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9 年度共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人民币 295,691,376.56 元。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公司 2019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为：以公司 2019 年末总股本 917,952,672.00 股为基数，拟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

民币 0.2元（含税），总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8,359,053.44元。本预案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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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长化建 60024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 洋 刘 洋 

办公地址 陕西省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新桥北路2号延长化建大厦 

陕西省杨凌农业高新技术

产业示范区新桥北路2号延

长化建大厦 

电话 029-87016795 029-87016795 

电子信箱 liuyangychj@163.com liuyangychj@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公司报告期主要业务为工程总承包（EPC）、项目可行性研究、工程设计、工程及

技术咨询、项目管理服务、工程技术开发、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市政公用工

程施工、机电设备安装工程、防腐保温工程、土石方工程、钢结构工程、设备制造及销售、大型

设备吊装及运输、物资销售、无损检测等业务。公司全资子公司拥有千万吨级炼油、百万吨级乙

烯以及新型煤化工等全厂性大型化工设计、施工与工程总承包能力，是国内少有的同时拥有石油

炼制、石油化工、天然气、现代煤化工及油气储运等相关领域全产业链工程技术力量的大型工程

公司。1、工程承包业务。 工程承包业务是公司核心及主营业务，业务范围涵盖石油、化工、工

业民用建筑、天然气、油气储运、长输油气管道、大型设备吊装及运输、钢结构等多个领域，特

别是在炼油、石油化工、煤化工、化肥、大型设备吊装、油气储运、工业建筑、长输管线施工等

领域具有丰富的工程设计施工和项目管理经验，工程项目覆盖国内外。报告期内，工程承包收入

749,825.57 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 93.05%。 2、物资销售业务。 物资销售业务范围涵盖石油、

化工、天然气、电力、公共事业、工业与民用建筑、长输油气 管道等工程的物资采购销售及管理。

公司实行物资集中采购、统一管理、平行调拨，提高材料流转速率、降低了采购成本和库存积压，

形成了面向内部的采购平台和面向外部的销售平台，动态采购的管理体系及全寿命周期的供应商

管理体系。报告期内，物资销售收入 31,229.55 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 3.88%。 3、设备制造业

务。 设备制造业务范围涵盖石油化工、煤化工、天然气、航空航天、食品机械等领域的塔器、换

热器、反应器、容器、大型储罐的制造和安装。公司全资子公司持有 A1、A2 级压力容器制造许

可证，A2 级压力容器设计许可证，GA1、GA2、GB1、GC1、GC2、GC3 、级压力管道设计许可证，

ASME“U”钢印，A（1）、B 级钢制无缝管件制造许可证。拥有 3.5Ni 材料焊接工艺、镍基合金复合

板焊接工艺及镍基合金复合板设备制造工艺，拥有 1 个陕西省大师级工作室。报告期内，设备制

造收入 11,173.2 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 1.39%。4、工程设计及工程咨询业务。 工程设计和工程

咨询业务范围涵盖石油炼制、石油化工、天然气、现代煤化工及油气储运等多个领域。北京石油

化工工程有限公司作为高新技术企业，具有几十年的工程设计、工程咨询业绩和经验，对工程项

目所需的技术、经济、资源、环境等条件进行综合分析、论证，为业主提供工程设计、工程咨询

和项目管理服务,服务项目遍布国内外。报告期内，工程设计、工程咨询服务收入 7,773.69 万元，

占主营业务收入的 0.96%。 5、无损检测及技术服务业务。 无损检测及技术服务业务范围涵盖第

三方无损检测、理化检验、焊接技能培训及技术服务、热处理服务。 陕西西宇无损检测有限公司

具有中国特种设备检验协会评定颁发的《特种设备无损检测机构级别评定证书（A 级特种设备无



损检测机构）》资质，是高新技术企业、西北地区最大的无损检测中心。报告期内，完成 P91 管道

埋弧焊自动焊工艺开发，在项目上检测工程质量数字化管理平台试运行、相控阵检测新技术和投

入应用。报告期内，无损检测及技术服务收入 5,849.70 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 0.73%。 （二）

经营模式 公司是以工程设计、工程咨询、工程施工、工程总承包为主体，设备物资销售、非标设

备制造、无损检测、吊装运输、项目检维修服务为配套，具有完整产业结构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性

工程公司。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要牢牢确立陕西省追赶超

越鲜明目标，科学谋划、精准决策、积极作为，紧盯追赶超越目标，进一步抓机遇、强优势、补

短板，紧跟行业发展趋势，贯彻和落实好新的发展理念，深挖重组后综合性工程公司资源整合优

势，继续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原则，不断拓展业务范围，创新经营模式，打造集约高效、

经济绿色、安全可靠精品工程，为业主提供优质服务，推动公司不断做优做强。 （三）行业情况

说明 1、2019 年行业回顾（中国石油化工勘察设计协会公布协会会员主要经济指标数据，资料来

源：中国石油化工勘察设计协会）根据中国石油和化工勘察设计协会公布的协会会员主要经济指

标数据（2019 年数据尚未公布）统计分析,受国家宏观调控以及国家能源安全战略的影响下，石油

化工建筑行业出现逐步复苏， 2018 年行业新签合同总额以及完成合同总额分别比 2017 年上涨

4.53%和 3.9%，行业的营业收入也比 2017 年上涨 27.84%，但利润总额在前三年连续下降之后，继

续呈下降趋势，说明虽然行业景气度有回升，但国内外石油化工建设需求存量总体偏弱、项目建

设承接仍显不足，行业竞争仍然剧烈，兼并重组、转型升级是行业的主旋律，行业份额仍将继续

向一批具备良好技术储备、工程专业资质高、业绩好和融资能力强的企业集中。2、公司所处行业

地位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坚持以市场和效益为导向，抢抓石油化工建设行业复苏的有利机遇，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大格局，充分发掘重组后自身优势，不断深化内部改革，以预算管理为抓手，

牢固树立依法治企底线和安全生产红线，重视运营质量和风险防控，稳步提升工程总承包能力，

持续优化项目管理模式，深入推进精细管理举措，工程施工质量不断提高，深受客户、业主认可，

国际国内市场均获新的突破，持续做优做强、做精做专，项目规模效益和运营质量实现“双提升”。

全力打造“行业一流、国内领先”的国际化工程公司。报告期内，公司下属单位合计中标项目签订

合同金额合计 75.66 亿元，完成营业收入 806,795.44 万元，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29,569.14 万元。

公司营业规模、经营效益、管理水平、装备能力和综合竞争力继续保持国内同行业前列。3、2020 年

行业展望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短期石油化工建设行业受新型冠

状病毒疫情影响，开工不足、建设放缓，行业运营受到一定影响，行业竞争、重组、兼并将在未

来一定时期更加激烈，市场份额将继续向一批具备良好技术储备、工程专业资质高、业绩好和融



资能力强的企业集中。长期来看随着未来国家宏观调控稳步实施，稳投资力度持续加大，逆周期

调节效应逐步显现，投资增速企稳回升，工业和民间投资等领域积极因素不断累积。国家能源安

全战略逐步开展，大力推进《石化产业规划布局方案》落实，全面深化国企改革，促进油气行业

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成为未来能源化工建设行业发展的重点，随着设备、工艺、作

业流程的不断优化，非常规油气资源工程或将迎来机遇期，行业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新

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涌现。预计行业景气度在未来有望进一步复苏

和发展。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8,410,737,494.63 8,293,369,097.46 1.42 7,246,877,023.07 

营业收入 8,067,954,355.12 7,572,028,176.33 6.55 7,903,875,103.7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295,691,376.56 281,361,737.97 5.09 194,887,471.4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89,915,924.30 188,679,999.36 53.65 80,850,030.7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2,959,761,433.72 2,743,624,808.85 7.88 2,204,665,423.52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76,322,904.29 113,913,729.52 -342.57 796,341,767.55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3221 0.3549 -9.24 0.2494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3221 0.3549 -9.24 0.2494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0.35 12.15 减少1.80个百分

点 

9.11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526,556,401.87 2,091,825,645.44 1,756,567,963.62 2,693,004,344.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7,507,217.20 109,398,187.73 60,280,094.49 78,505,877.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47,386,319.83 107,743,268.05 54,899,807.97 79,886,528.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93,714,438.98 -525,184,672.22 -198,986,331.68 541,562,538.5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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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4,18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5,85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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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股

份 

状

态 

数量 

陕西建工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266,206,275 266,206,275 29 0 无 0 国有

法人 

陕西延长石油（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266,206,275 225,906,524 24.61 165,542,600 无 0 国有

法人 

刘纯权 0 67,118,071 7.31 53,694,457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0 16,316,462 1.78 0 无 0 国有

法人 

武汉中派克恒业创

业投资基金合伙企

0 15,107,835 1.65 12,086,268 无 0 境内

非国



业（有限合伙） 有法

人 

武汉毕派克时代创

业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0 15,107,835 1.65 12,086,268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陕西延化工程建设

有限责任公司 

0 12,520,326 1.36 0 无 0 国有

法人 

武汉北派克伟业创

业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31,800 12,318,068 1.34 9,669,015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北京京新盛天投资

有限公司 

0 10,877,641 1.18 0 无 0 国有

法人 

俞明之 -28,060 6,400,000 0.70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陕西延化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是公司第二

大股东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刘纯权是武汉毕派克时代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武汉北派克伟业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的有限合伙人。除此之外，未知其它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不知其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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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806,795.44 万元，同比上升 6.55%；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29,569.14 

万元， 同比增长 5.09%，资产总额  841,073.75 万元，同比增长 1.42%；年末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 295,976.14 万元，同比增长 7.88%。  

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化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2019 年完成营业收入 505,341.57 万元，同比增长 

4.46%；实现净利润 16,870.68 万元，同比增长 0.02%。  

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西宇无损检测有限公司，2019 年完成营业收入 7,851.02 万元，同比增长 

22.89%；实现净利润 700.82 万元，同比增长 4.73%。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详见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五、41。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明细如下： 

序号 子公司名称 

1 陕西化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化建”） 

2 陕西化建富县商品混泥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富县混凝土”） 

3 陕西化建靖边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靖边混凝土”） 

4 北京石油化工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油工程”） 

5 陕西西宇无损检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西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