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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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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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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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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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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大胜华 60302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吕俊奇 张丽蕾 

电话 0546-8395233 0546-8395233 

传真 0546-8395233 0546-8395233 

电子信箱 sdsh@sinodmc.com sdsh@sinodmc.com 

   



1.6      公司 2015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44,511,365.13 元，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按实现净利润提取 10%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4,451,136.51 元，当年可供股东分

配利润 39,667,287.41 元，加上期初未分配利润 520,848,098.08元，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

560,515,385.49 元。公司拟进行 2015年度利润分配，以 2015年末 202,680,0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 20,268,000.00 元。本年度

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上述利润分配预案尚需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方可实施。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主要业务：以碳酸二甲酯系列产品为核心产品，以 MTBE、混合芳烃、液化气为主要产品，

燃料油、环氧丙烷等产品为辅。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3年 

总资产 2,145,889,236.36 2,104,474,037.03 1.97 2,222,490,720.34 

营业收入 3,454,488,117.22 5,129,829,297.85 -32.66 5,001,309,697.7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44,118,423.92 42,532,089.41 3.73 99,312,454.8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3,219,201.90 41,152,173.71 5.02 96,174,770.7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352,774,942.24 989,709,067.53 36.68 934,760,716.62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462,491,489.62 417,638,960.50 10.74 438,520,906.79 

期末总股本 202,680,000.00 152,000,000.00 33.34 152,000,000.00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4 0.28 -14.29 0.65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4 0.28 -14.29 0.65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3.71 4.42 减少0.71个百分

点 

11.29 

 



四 2015 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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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3,117,821.45 892,724,593.64 915,509,006.34 973,136,695.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3,591,528.57 11,956,812.03 9,499,610.96 -929,527.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23,282,410.17 11,401,621.66 9,188,180.97 -4,903,010.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60,992,920.53 64,688,167.55 90,036,340.53 148,874,061.01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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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1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7,99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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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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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中石大控股有

限公司 

-5,068,000 57,184,446 28.21 57,184,446 无   国有法人 

上海复星谱润股权

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20,997,001 10.36 20,997,001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上海谱润股权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 

  12,102,999 5.97 12,102,999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山东金达源集团有

限公司 

  7,000,000 3.45 7,000,000 未知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理事会转持二户 

5,068,000 5,068,000 2.50 5,068,000 未知   未知 

北京中瑞世通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2,417,554 1.19 2,417,554 未知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郭天明   1,829,650 0.90 1,829,65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张忠祥   1,649,650 0.81 1,649,65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杜寿考   1,629,650 0.80 1,629,65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于海明   1,499,650 0.74 1,499,65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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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宏观经济和行业形势，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

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充分行使股东大会赋予的职权，认真执行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积极

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攻坚克难，圆满完成了“十二五”规划目标，实现了公司“十二五”发展

的完美收官。公司重点项目建设顺利实施，经营管理水平持续提升，产品、产业结构更趋合理，

安全环保形势总体平稳，基础化工产业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为“十三五”转型升级和持续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行业地位不断提升稳固 

    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公司狠抓内部挖潜增效，外部开拓市场。碳酸酯类产品的生产能

力、业务规模和市场地位继续保持行业领先。公司成为国内外多家锂离子电池电解液生产厂家的

高品质溶剂原料主要供应商，直接或间接地为三星、LG、三菱化学、比亚迪、特斯拉等国内外知

名厂家提供高品质溶剂原料。 

2、狠抓安全管理 

    全年各装置运行安全平稳，未发生任何重大安全事故。以推进安全标准化运行为主线，切实

加强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狠抓隐患排查和治理。组织外部专家每两月对公司开展一次安全隐患

排查及治理工作。及时修订液化气泄漏现场处置方案，完善液化气球罐事故专项应急预案。狠抓

各种安全规章制度的落地，尤其是直接作业环节安全监督管理。 

3、积极开展环保工作 

    制定并实施《环保节能减排方案》。全年累计环保节能减排项目立项 24 项，施工完成并投用

20 项，累计创造经济效益 150 万元。新建 20000m
3
/d污水处理项目和锅炉脱硝项目的建设并投入

运行大大提高了公司环保水平。 

4、 重视人才培养 

推进网络学习平台建设，2015年员工培训管理系统正式上线运行，累计建设自有题库 1万余

道，组织各类线上考试 7 次，为全体员工提供持续、与时俱进的培训服务。通过开展新员工试用

期满考核、合同期满考核及内部竞聘上岗等工作，逐步规范人才选拔与员工评价方法，基本形成

以理论考试、现场考试、民主测评、能力测评、面试评价等方式为主的员工评价框架，为下一步

人才评价及后备人才库建设积累了经验。 

（二）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5年，公司的营业收入 345,448.81万元，比上年同期 512,982.93万元减少 32.66%；营业

成本 318,766.49万元，比上年同期 481,734.30万元减少 33.8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249.15 万元，比上年同期 41,763.90 万元增加 10.7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814.42 万元，比上年同期-17,127.25 万元减少 27.37%；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218.44万元，比上年同期-24,748.56万元增加 22.35%；截止到 2015年 12 月 31日公司总资

产 214,588.92万元，比年初增长 1.97%；总负债 73,470.67 万元，比年初下降 30.99%；资产负债

率 34.24%；股东权益（归属于母公司）135,277.49 万元，比年初增长 36.68%。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利润 4,411.84万元，同比增长 3.73%。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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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应当说明情况、

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7.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不适用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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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本公司的合并范围包括全资子公司东营石大维博化工有限公司、青岛石大胜华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东营中石大工贸有限公司（含全资孙公司东营胜华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及本期新

设立的青岛石大胜华投资有限公司和东营博川环保水务有限责任公司；控股子公司东营石大胜华

新材料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55.40%）。 

7.4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

说明。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