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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85         证券简称：大庆华科               公告编号：2021010 

大庆华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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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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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29639500 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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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大庆华科 股票代码 000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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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凡礼 崔凤玲 

办公地址 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路 293号 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路 293号 

传真 04596282351 04596282351 

电话 04596280287 04596280287 

电子信箱 dqhklhm@126.com dqhkcfl@sin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石油化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进出口业务、仓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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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服务等项业务。 

公司现有主要生产装置十一套，即： 裂解 C5 分离装置、 裂解 C9 分离装

置、 C5 石油树脂装置、间戊二烯石油树脂装置、浅树脂装置、C9 深色石油树

脂装置、热聚石油树脂装置、焦油树脂装置、精制乙腈装置、聚丙烯改性装置、

聚丙烯装置。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C9 系列石油树脂、C5 系列石油树脂、精制乙腈、聚丙

烯粉料、改性聚烯烃塑料等 5 个系列、12 个品种、54 个牌号的产品，广泛应用

于化工、医药、织物染色等工业领域。其中间戊二烯石油树脂、热聚石油树脂

等多个产品荣获国家、省、市优秀新产品奖；乙腈、C5/C9/DCPD 共聚石油树脂

被黑龙江省科技厅认定为高新技术产品。公司产品市场遍及全国，乙腈、石油

树脂系列、工业双环戊二烯等产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北美洲等 20 多个国家

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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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无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单位：元 

 2020 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年 

营业收入 1,763,044,476.17 2,155,889,874.89 -18.22% 1,690,168,980.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129,725.55 44,727,554.06 -72.88% -2,880,025.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68,025.86 39,734,567.11 -92.28% -15,878,578.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938,916.62 119,361,712.66 -46.43% 14,962,343.4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35 -74.29% -0.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35 -74.29% -0.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8% 8.10% -6.02% -0.53% 

 2020 年末 2019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年末 

总资产 694,655,529.43 741,035,161.69 -6.26% 692,514,123.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78,202,060.27 578,122,678.53 0.01% 526,240,94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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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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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505,707.61 419,461,687.44 480,623,290.20 411,453,790.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580,451.49 21,212,431.56 17,135,448.07 -1,637,702.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171,456.61 19,199,166.19 16,493,625.72 -7,453,309.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263,402.37 84,817,457.24 71,400,623.37 -50,015,7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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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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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2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11,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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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石油大庆石

油化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9.34% 51,000,000    

中国石油林源炼

油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69% 20,339,700    

大庆高新国有资

产运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8.47% 10,980,900    

全国社保基金六

零四组合 
其他 2.12% 2,753,476    

#林梦清 境内自然人 0.39% 501,849    

法国兴业银行 境外法人 0.37% 486,000    

向美珍 境内自然人 0.36% 463,354    

孙定保 境内自然人 0.35% 451,483    

徐跃华 境内自然人 0.27% 346,850    

孟华 境内自然人 0.25% 31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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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中，中国石油大庆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和中国石油林源炼油

有限公司同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控股的独资法人企业。未知其余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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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林梦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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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501,849

股，占公司股本的 0.39%；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股，占公司股本的

0%；累计持有公司股票 501,849 股，累计持股比例为 0.3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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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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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动。实现营业收入 17.63 亿元，实现利

润总额 1,344.35 万元，实现归属上市公司净利润 1,212.97 万元。  

主要工作开展情况：疫情防控措施有效落实。公司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带来的不利影响，坚决贯彻落实疫情防控工作的部署和要求，在全公司范围内

迅速建立起包线包片和四级管控的网格化精细管理，科学组织生产、采取有力

措施安排部署疫情防控的各项工作。扎实推进疫情防控工作有效开展，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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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平稳运行和各项工作正常推进提供了基础保障。安全环保形势持续向好。

依法依规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

失职追责”，创新开展“四查四提升”活动，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健全和完善安全、环境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切实提升本质安全环保水平。 全年

环境污染事故事件为零，有毒有害作业场所监测合格率、员工职业健康体检率、

消防设施检测合格率和“三废”处置、排放达标率均达到 100%。生产组织平稳

高效。公司以提高工艺、设备、生产受控管理水平作为工作重点，以严格检查、

重点监控为手段，严格生产过程受控和工艺管理、动态优化生产方案，提高全

员设备管理意识，工艺管理和设备管理水平稳步提升，公司主要生产装置运行

平稳。积极拓展销售渠道和产品市场。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积极转变营销策略

应对疫情影响，努力开发新客户和终端客户，突出重点客户的维护工作；为缓

解国内市场需求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积极开发国外用户并大幅度增加国外市

场份额，产品对外出口量和销售收入逆势上扬，全年实现外汇收入超过 1000 万

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促进公司经济效益稳步增长。提质增效成效显著。公司

坚持效益优先原则，科学组织生产、持续提升产品质量，积极开展技术攻关和

项目建设工作，深入开展节能降耗和提质增效工作，进一步拓展创效空间。全

年公司实施提质增效措施七类 46 项，累计实现增效 1539.32 万元。坚持政治引

领，依法从严治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和领导核心作用，坚持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向全面从严企的纵深开展。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各治理主体分

工明确、各行其职、配合协调、有效制衡。持续推进和完善制度体系建设，全

面强化风险防控，内部控制体系有效运行。公司依法运作、合规经营，2020 年，

公司荣获“黑龙江省企业 100强”排行榜第 86强、“黑龙江制造业企业 100强”

排行榜第 38 强。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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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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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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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环戊二烯 69,946,380.57 11,184,415.65 15.99% 3.44% 149.56% 9.36% 

加氢戊烯 125,555,912.56 -24,177,689.93 -19.26% -34.50% 89.98% -12.62% 

粗异戊烯 24,970,325.47 541,282.11 2.17% -20.57% -35.33% -0.49% 

粗异戊二烯 57,484,082.69 -5,578,986.58 -9.71% -4.97% 89.15% -4.83% 

重芳烃 88,982,100.03 303,352.34 0.34% -10.46% -96.20% -7.68% 

乙烯焦油 129,710,775.47 7,674,978.88 5.92% -65.70% -78.60% -3.56% 

裂解重馏份 170,026,217.96 18,123,505.02 10.66% 
   

乙腈 45,166,710.23 -3,129,430.41 -6.93% 15.18% -237.90% -12.72% 

轻芳烃 167,726,316.01 -13,824,716.04 -8.24% -45.08% -207.85% -12.44% 

深色石油树脂 41,256,337.51 4,243,776.09 10.29% -13.64% 164.03% 6.92% 

间戊二烯石油树脂 181,137,641.21 77,921,724.73 43.02% 26.66% 65.86% 10.17% 

C9 热聚石油树脂 25,193,481.74 649,925.51 2.58% -36.44% -139.84% 6.70% 

焦油石油树脂 2,232.57 -8,062.93 -361.15% -99.70% -94.13% -342.80% 

编织袋涂覆专用料 11,418,363.41 6,172.61 0.05% -24.31% -101.83% 2.29% 

聚丙烯粉料 611,759,102.91 54,315,662.43 8.88% -14.19% -29.10% -1.87% 

丙烯协议品≥70% 8,803,616.67 -12,481.74 -0.14% -44.56% -273.27% -0.19%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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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因新冠肺炎疫情、国内经济的下行压力增大和石化行业整体景

气度下降的不利影响，公司产品销售收入、营业成本 、净利润总额较前一报告

期相比大幅下降。 

6、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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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修订）》（以下简

称“新收入准则”），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该准则，对会计政策相

关内容进行了调整，详见财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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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董事长： 马铁钢 

大庆华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