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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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4,319,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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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行业发展情况 

公司的上游行业主要包括煤炭、原盐、电力、双酚A、丙烯等原材料行业和能源行业，上游提供的主

要原材料、能源等产品的供应量、价格、技术水平和质量水平对本行业均有影响。下游产业主要包括建材、

农药、医药、食品添加剂、染料、化工、制鞋、制革等行业，主要产品的下游行业具有规模大和范围广的

特点，单一下游行业的需求波动对整个产品体系影响较小。 

公司主营业务包括化工新材料、基础化工、化肥产品及其他业务，相关主要细分行业情况如下： 

1、化工新材料 

（1）聚碳酸酯行业 

聚碳酸酯（简称PC）是分子链中含有碳酸酯基的高分子聚合物，根据酯基的结构可分为脂肪族、芳香

族、脂肪族-芳香族等多种类型，广泛应用于生产建材、汽车零部件、医疗器械和电子元器件等多领域，

未来不断向高复合、高功能、专用化和系列化方向发展。 

聚碳酸酯的工业生产方法目前主要有界面缩聚法、熔融酯交换缩聚法、非光气熔融酯交换缩聚法3种

合成工艺，前两类又并称为“光气法”，后一类为“非光气法”。就全球产能来看，采用光气法的产能占

近八成。 

目前，亚洲需求增长带动了世界聚碳酸酯生产能力的迅速增长，生产重心已向亚洲，尤其是中国等发

展中国家转移。2020年我国聚碳酸酯产能达到了180万吨，较上年增长37万吨。与世界总产能的工艺结构

相似，我国光气法聚碳酸酯产能约占全国总产能的八成。 

2020年上半年，国内聚碳酸酯市场受到突发疫情事件的影响，行情呈现波段运行态势。2020年年初，

新冠疫情爆发，导致供需短期内严重失衡，市场价格跌至历史低位，2020年二季度，随着全国逐步复工复

产，市场价格开始有所反弹。 

（2）己内酰胺行业 

己内酰胺通过缩聚反应生成尼龙6（PA6），可用于生产纤维（锦纶）、工程塑料和薄膜。相比全球消

费结构，国内己内酰胺在锦纶用量占比较大，而工程塑料和薄膜领域所占比重偏低。随着汽车、食品、运

动器材、军工等行业新功能需求增强，将带动工程塑料和薄膜等领域需求增加。 

近年来，随着下游行业的快速发展，我国对已内酰胺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国内己内酰胺工业发展快速，

产能和产量增长率保持较高水平。由于我国已内酰胺生产起步较晚，且国内产能不足以及市场需求较大，

在一段时期内我国已内酰胺对外依存度高，市场价格也居高不下。在已内酰胺相关产业高增长和高回报吸

引下，近几年国内众多企业逐步进入已内酰胺市场。 

对比2019年和2020年国内己内酰胺市场价格，基本呈现反向走势，主要是由于2020年上半年的疫情导

致的外部环境影响，导致国内整体市场需求变化出现偏差，后期随着影响散去，市场运行或再次回归常态。 

（3）尼龙6行业 

随着近几年尼龙6行业发展迅速，产业集中度不断提升，规模经济效益也较为明显。一方面企业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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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不断增大，行业内主要生产企业产能基本上都达到10万吨/年以上，且行业呈现出不断向浙江、江苏

和福建地区集中的态势，产业集中度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由于我国聚合技术水平的提高，生产装置趋向规

模化、自动化和节能化，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单位投资、能耗和加工成本不断降低，企业规模化效益逐渐

显现。 

我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产业政策鼓励行业发展。2013年2月工信部下发的《产业结构调整目录（2011

年本）》（2013年修正版）指出重点鼓励发展智能化、超仿真等差别化、功能性聚酯（PET）及纤维生产

（东部地区限于技术改造）腈纶、锦纶、氨纶、粘胶纤维等其他化学纤维品种的差别化、功能性改性纤维

生产。工信部于2016年9月、2017年2月分别下发的《纺织工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产业用纺

织品行业“十三五”发展指导意见》等均对尼龙行业的发展及转型提出了更高要求，明确将开发多重改性

技术与工程专用模块及其组合平台，实现聚酯、锦纶等通用纤维高效柔性化与功能化作为重点发展领域。

综上所述，国家产业政策的支持将对行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我国尼龙产业生产工艺和生产技术在21世纪后尤其是近年来取得了快速发展，行业内新投入生产线设

备和技术具有较高水准。相比之下，早期投产设备在产品质量、能耗、工艺控制等具有明显劣势，产品竞

争力较低，市场空间逐渐被压缩，面临淘汰风险，这一趋势也引导行业向高端化、差别化方向发展。 

（4）多元醇行业 

多元醇是一些多羟基绑定一个碳原子的化合物。多元醇的用途主要涉及食品和化工行业。这种化合物

既可以自然形成，也可以人造生产。 

未来全球市场中特别是亚太、中东和非洲以及南美等发展中地区，由于不断增长的建筑和汽车工业，

将成为推动全球多元醇发展的生力军市场。随着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均收入的

增加，这些地区对新建住宅项目的需求也在增加，这将进一步推动建筑业的发展。同样，由于商业和个人

车辆的增加，汽车工业的增长是另一个因素，这也将推动这些地区的多元醇市场。 

据产业信息网统计，全球多元醇市场规模在2024年前预计将从2019年的262亿美元增加到344亿美元，

年复合增长率为5.6%。 

（5）有机硅行业 

有机硅是指含有硅碳键或者硅氧、硅硫键的一大类化合物，其中既有小分子的有机硅单体，也包括聚

硅氧烷、聚碳硅烷等有机硅聚合物。其中二甲基二氯硅烷是有机硅工业中最广泛生产的单体，其上游原料

是金属硅和氯甲烷，下游合成有机硅DMC、有机硅D4等中间体，然后再用于生产硅橡胶、硅树脂、硅油等

终端产品。 

有机硅材料以其优异的性能在国民经济中扮演“工业味精”的角色，被广泛应用于建筑，电子电器、

纺织服装、能源，医疗卫生行业等。2021年随着疫苗逐渐落地，传统需求有望迎来周期复苏行情，有机硅

将全面受益。 

（6）氟材料行业 

氟化工泛指一切生产含氟产品的工业，含氟物质往往具有稳定性高、不沾性好等独特特性，具有较高

的工业和商业价值。氟化工产品主要分为无机氟化物、制冷剂、含氟聚合物和含氟精细化学品四大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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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统称为有机氟化物。我国氟化工产品主要是含氟ODS（消耗臭氧层物质）替代品、含氟精细化学品、

含氟聚合物等，而发达国家氟化工产品中含氟精细化学品占比接近 50%，产品附加值高，可以看出未来我

国氟化工发展的主要方向也是提高含氟精细化学品占比。 

2020年受疫情影响，前三季度制冷剂需求下降，总体价格均为震荡走跌态势。进入四季度由于原材料

价格拉涨，供需持续紧张，除R22 外，制冷剂价格均大幅上涨。随着疫情影响减弱，经济复苏，下游对于

制冷设备的需求回暖，对制冷剂价格有一定支撑作用。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空调产量从2010年的11220万台增长至2020年21065万台，增长迅速，由于疫情

原因，2020年产量有所下滑。冰柜产量一直在1500-2000万台之间波动，2020年冰柜产量大增主要是因为

疫情原因，疫苗的运输保存等均需要冷柜保持低温环境，预计随着国外疫苗接种人次逐步增多，对于冷柜

的需求将持续上升。 

我国目前PTFE产能过剩，出口占比超过20%，但从进出口单价可以看出我国生产的聚四氟乙烯产品附

加值较低，主要出口低端聚四氟乙烯，高端改性聚四氟乙烯仍旧需要进口。截止到2020 年底，我国共有

14.71万吨产能。随着我国开始发力建设新基建，5G、电子电路板多个高科技产业有望迎来快速发展，由

于 PTFE 优秀的绝缘特点，可以用做电缆、电路的绝缘材料，未来需求有望提振。 

2、基础化工 

（1）甲烷氯化物行业 

甲烷氯化物是甲烷分子中的氢原子被氯原子取代的产物。甲烷氯化物包括一氯甲烷、二氯甲烷、三氯

甲烷（也称氯仿）、四氯化碳，是有机产品中仅次于氯乙烯的大宗氯系产品，为重要的化工原料和有机溶

剂。甲烷氯化物主要用于生产制冷剂R22（二氟一氯甲烷），其余用于医药，作为药物萃取剂和麻醉剂等。 

截至2020年6月底，中国甲烷氯化物行业产能数据增长至305.5万吨，较2019年底上涨3.39%。据行业

统计，截至2020年6月底，中国甲烷氯化物装置仍有72万吨/年正在或计划投建。 

（2）二甲基甲酰胺行业 

二甲基甲酰胺既是一种用途极广的化工原料，也是一种用途很广的优良的溶剂。二甲基甲酰胺对多种

高聚物如聚乙烯、聚氯乙烯、聚丙烯腈、聚酰胺等均为良好的溶剂，可用于聚丙烯腈纤维等合成纤维的湿

纺丝、聚氨酯的合成；用于塑料制膜；也可作去除油漆的脱漆剂；它还能溶解某些低溶解度的颜料，使颜

料带有染料的特点。在石油化学工业中，二甲基甲酰胺可作为气体吸收剂，用来分离和精制气体。在农业

工业中，可用来生产杀虫脒；在医药工业中可用于合成多种中间体。二甲基甲酰胺在加氢、脱氢、脱水和

脱卤化氢的反应中具有催化作用，使反应温度降低，产品纯度提高。 

二、公司主要产品及用途 

公司主营业务包括化工新材料、基础化工、化肥产品及其他业务，其中化工新材料产品主要包括聚碳

酸酯、尼龙6、己内酰胺、多元醇等；基础化工产品主要包括甲烷氯化物和二甲基甲酰胺等；化肥产品主

要包括复合肥等；其他业务主要包括化工装备制造、化工行业相关设计研发等。 

主要产品上下游产业链、产品用途如下： 

产品 具体产品 上游 下游产品 最终应用领域 性能与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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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原材料 

化工 

新材料 

聚碳酸酯 双酚A 

板材、改性材料、

箱包、水桶、注

塑件等 

应用于电子电器、建材领域、

汽车制造、航空航天、医疗

器械、食品包装、光学材料

等领域。 

无色透明，耐热，抗冲击，

有良好的机械性能和光学

性能，聚碳酸酯的耐冲击性

能好，透光率高，加工性能

好。 

己内酰胺 纯苯 尼龙6切片 

应用于毛纺、针织、机织、

渔业、轮胎、工程塑料、薄

膜以及复合材料等。 

白色晶体或液体，溶于水、

氯化溶剂、石油烃、环己烯、

苯、甲醇等，本品遇高热、

明火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

起燃烧的危险。受高热分

解，产生有毒的氮氧化物。 

尼龙6 己内酰胺 
民用丝、工业丝、

工程塑料 

民用领域应用于制作袜子、

内衣、衬衫、运动衫、滑雪

衫、雨衣、雨伞、旅行包、

手套、帐篷睡袋等，工业领

域可用于制造帘子布、帆布、

传送带、缆绳、渔网等；家

居领域可用于地毯、床单、

窗帘及工程塑料类。 

尼龙6切片通常呈白色柱形

颗 粒状， 熔点为 210 －

220℃，分解温度为300℃左

右，尼龙6电绝缘性能优越，

耐碱、耐腐蚀性好。锦纶是

合成纤维中耐磨性能最好

的纤维。 

正丁醇（多

元醇产品之

一） 

丙烯 
丙烯酸丁酯、醋

酸丁酯、DBP 

应用于制取涂料、油漆溶剂、

增塑剂等酯类产品，还可用

于生产医药中间体、农药中

间体、选矿剂以及用作溶剂。 

正丁醇微溶于水，溶于乙

醇、醚多数有机溶剂。 

辛醇（多元

醇 产 品 之

一） 

丙烯 
DOP、DOTP、丙

烯酸辛酯。 

应用于生产增塑剂、涂料溶

剂、塑料稳定剂润滑油添加

剂、十六烷值改进剂等酯类

产品，还用于制作香精和化

妆品添加剂。 

辛醇属于普通化学品，不溶

于水、溶于乙醇、乙醚、氯

仿，溶于约720倍的水。 

基 础 化

工产品 

二 氯 甲 烷

（甲烷氯化

物 产 品 之

一） 

氯气、甲

醇 

制冷剂R32、聚氨

酯发泡剂 

应用于制冷剂、医药、农药、

胶粘剂、聚氨酯发泡、清洗、

锂电池隔膜、食品添加剂等

领域。 

无色透明液体，具有类似醚

的刺激性气味；有机合成原

料制冷剂R32，中间体、锂

电池隔膜、胶水、食品添加

剂的溶剂。 

三 氯 甲 烷

（甲烷氯化

物 产 品 之

一） 

氯气、甲

醇 

制冷剂R22、医药

中间体、油漆稀

释剂 

应用于制冷剂、医药、油漆

稀释剂等领域。 

无色透明重质液体、有特殊

气味、极易挥发；有机合成

原料制冷剂R22、麻醉剂，

香料、抗生素、橡胶、树脂

的溶剂和萃取剂。 

二甲基甲酰

胺 

甲醇、液

氨 

PU浆料、头孢抗

生素、2/5氯甲基

吡啶、吡虫啉、

啶虫脒、表面活

性剂、电子覆铜

板 

应用于聚氨酯、医药、染料、

石油提炼剂等领域。 

呈弱酸性，能与水、乙醇或

乙醚以任何比例混合。具有

较强氧化能力的强氧化剂，

可与还原性物质发生反应，

具有腐蚀性。 

化肥 

产品 
复合肥 

磷 酸 一

铵、硫酸

钾、硝酸

铵溶液 

固体水溶肥、 

冰袋 

农业用：小麦、玉米、花生、

果蔬、大豆等农作物施肥。 

医药工业：医用冰袋。 

危险品等级：无 

溶解性：复合肥易吸潮、溶

于水。 

禁配物：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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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产品应贮存于阴

凉干燥处，在运输过程中应

防潮、防晒、防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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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8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7,592,454,573.01 18,081,576,304.00 18,206,818,457.80 -3.37% 21,286,470,482.13 21,460,322,340.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824,832,775.12 1,691,616,406.13 1,726,343,770.40 -52.22% 3,067,752,732.30 3,098,696,485.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29,485,303.66 937,618,901.32 937,618,901.32 -22.20% 3,147,813,367.63 3,147,813,367.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010,574,926.58 3,095,808,905.78 3,182,106,765.17 -5.39% 5,266,749,802.64 5,280,872,043.9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63 1.147 1.170 -51.88% 2.015 2.0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63 1.147 1.170 -51.88% 2.015 2.0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30% 15.76% 15.89% -8.59% 32.81% 32.76%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8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31,874,017,821.44 30,210,327,953.03 30,930,421,192.24 3.05% 27,790,615,681.11 28,779,002,452.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4,260,831,630.50 11,191,509,541.77 11,333,213,153.52 25.83% 10,749,388,957.72 10,880,371,921.10 

说明：报告期内，公司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增加鲁西新能源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和鲁西催化剂有限公司，对

上年度末和上年同期数据进行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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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4,007,971.95 4,077,529,613.64 4,646,261,199.32 5,514,655,788.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836,549.90 209,251,984.34 244,274,020.83 354,470,22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50,160.45 176,115,430.51 206,642,151.38 344,177,56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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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2,525,360.61 618,370,558.55 959,495,044.02 990,183,96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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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62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76,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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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3.70% 54,203,35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67% 39,124,000    

唐杰晖 境内自然人 2.05% 30,000,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汇丰晋信智

造先锋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60% 23,368,788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

公司－传统－普通

保险产品

-022L-CT001深 

其他 1.16% 16,948,349    

盛慧 境内自然人 0.92% 13,487,7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汇丰晋信低

碳先锋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77% 11,347,62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富兰克

林国海沪港深成长

精选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55% 8,093,547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

公司 
其他 0.52% 7,6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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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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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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唐杰晖通过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0,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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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报告期内，根据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公司向

特定对象中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439,458,233股，发行价格每股7.50元，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3,295,936,747.5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6,647,010.82元（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3,289,289,736.68元。2020年12月25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XYZH/2020JNAA30030号《验资报告》。其中增加股本人

民币439,458,233元，2021年1月21日新增股份上市。 

本次权益变动前，鲁西集团直接持有鲁西化工492,248,464 股股票，持股比例为33.60%，本次权益变

动后，鲁西化工股本将由1,464,860,778股变更为1,904,319,011股，鲁西集团持有的鲁西化工股票数量保

持不变，但因本次权益变动，鲁西集团占鲁西化工发行股票后股本的比例被动稀释至25.85%。 

本次权益变动前，中化投资未直接持有鲁西化工股票，中化投资直接持有鲁西集团39.00%股权、中化

投资通过全资子公司中化聊城间接控制鲁西集团6.01%的股权，以及与一致行动人聚合投资合计控制鲁西

集团 55.01%的股权，从而间接控制鲁西化工 492,248,464 股股票。本次权益变动后，中化投资通过全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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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鲁西化工本次向其非公开发行的439,458,233 股股份，直接持有鲁西化工的股份数量增加至 

439,458,233 股，直接持股比例增至23.08%，间接控制表决权的股份比例降至25.85%，合计控制的股份比

例增至4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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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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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12月 13日 2023年 12月 13日 90,000 4.58%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2020年6月11日，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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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了跟踪评级报告，将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由AA+调升至AAA，评

级展望为稳定；将“18 鲁西01”的信用等级由AA+调升至AAA。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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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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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019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54.87% 62.95% -8.08% 

EBITDA 全部债务比 29.49% 30.48% -0.99% 

利息保障倍数 2.51 3.88 -35.31%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原油价格、国际大宗商品和金融市

场剧烈波动，宏观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化工产品市场竞争激烈。公司董事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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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持续加强党建工作，结合政策变化和公司实际，研究确定重大决策部署，确保公司

规范运作。 

公司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积极应对，一手抓生产运营稳定运行，疫情防控常态化措施落实有效，围绕

生产运行加大精细化管控力度，发挥园区一体化优势，统筹平衡，节能效果明显。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

经营策略，规避市场风险，保证了运营质量。能源替代实现了突破，输变电工程项目投入使用后，进一步

助力企业的长周期稳定运行，为抓住市场机遇创造了良好条件。不断完善优化系统当家工程，减少人为操

作，强化风险管控，实现系统倒逼工作效率和管理提升。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439,458,233股，中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全额认购，募集资金32.96亿

元用于偿还公司有息负债及补充流动资金，有效改善了财务结构，为公司后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公司加强内部精细化管理，辨识压缩各类费用支出，实施原料采购国产替代进口，降低成本。公司不

断提升化工工程能力，与化工生产深度融合，提高项目建设和生产运行质量，输变电工程、多元醇原料路

线改造等项目陆续投产，尼龙6、双氧水、高端氟材料一体化等项目进展顺利。 

报告期内，公司被工信部认定为“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再次入选“2020化工园区30强”，中诚

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将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由AA+调升至AAA。 

在低迷的市场形势下，公司干部员工共同努力，保持了安全稳定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5.92亿元，同比下降3.3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25亿元，同比下降52.22%。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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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05,065,042.66 2,148,139,808.18 17.46% -4.03% -19.77% -3.42% 

基础化工产品 3,676,514,676.75 571,242,627.69 15.54% 17.04% 0.97% -2.47% 

化肥产品 1,530,323,442.68 61,954,768.86 4.05% -23.11% -67.68% -5.58% 

其他产品 80,551,410.92 477,154.68 0.59% -68.20% -98.50% -1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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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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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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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因企业合并增加鲁西新能源装备集团有限公司、鲁西催化剂有限公司、宁夏鲁西装备制造有限公

司、宁夏精英鲁西化肥有限公司、宁夏精英鲁西农资物流有限公司5家公司，因注销减少鲁西化工（新加

坡）有限公司1家公司。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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