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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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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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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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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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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力股份 600346 *ST橡塑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峰 高明 

电话 0411-86641378 0411-86641378 

办公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世纪街26

号1107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世纪街26

号1107 

电子信箱 hlzq@hengli.com hlzq@hengl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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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20,235,066,084.30 19,698,755,313.58 19,698,755,313.58 2.7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5,998,182,470.58 5,859,741,850.83 5,859,741,850.83 2.36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91,332,466.28 24,413,915.92 -242,309,974.81 274.10 

营业收入 10,891,689,890.10 9,222,876,017.33 7,485,617,366.04 18.0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562,293,661.05 423,292,575.47 465,552,869.18 32.8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19,153,113.28 439,306,753.40 439,086,565.40 18.17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9.37 8.93 11.26 增加0.44个

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0 0.19 0.19 5.26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0 0.19 0.19 5.26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8,745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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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

性质 

持股

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恒力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53.14 1,501,594,173 1,301,391,678 质

押 

1,256,602,495 

德诚利国际集团有限公

司 

境外

法人 

18.52 523,365,477 523,365,477 质

押 

523,365,477 

大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 国有 2.76 77,959,575 0 质 29,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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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集团有限公司 法人 押 

深圳天风天成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天行 4号资

产管理计划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1.72 48,742,100 0 无   

江苏和高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1.57 44,251,475 44,251,475 无   

海来得国际投资有限公

司 

境外

法人 

1.32 37,319,170 37,319,170 质

押 

37,319,170 

华安未来资产－工商银

行－大橡塑定增 1号资

产管理计划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1.00 28,299,053 0 无   

北信瑞丰基金－工商银

行－北信瑞丰基金丰庆

110号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0.96 27,035,279 0 无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保赢 1号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0.89 25,157,200 0 无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0.89 25,157,2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恒力集团、德诚利、和高投资及海来得均受同一实际控制

人陈建华、范红卫夫妇控制，互为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之间

的关联关系未知。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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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7 年上半年，世界经济趋于改善，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普遍呈现温和复苏趋向，一些新兴

经济体逐步走出衰退并实现小幅增长。国内经济也稳中向好，在上半年实现超预期增长，经济结

构调整、新旧动能转换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一路一带战略等重大改革开放举措取得突破与进展，

大众消费成为推进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新经济、新技术、高端制造、现代服务等新兴产业成为实

现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仍不稳固，国内经济下行的压力依旧较大，

去产能、去杠杆任务艰巨，国内经济新常态发展走向深入，企业既面临结构增长的重大机遇，也

面临下行压力的各类风险。 

报告期内，一方面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的回暖以及人民币前期贬值带动了纺织服装类下游消

费出口的回稳复苏，而国内消费增长也继续保持强劲，消费升级加快、消费理念转变与网络消费

普及对终端的推动与拉动作用也很大，内外销形势逐步向好，为产业端与民用端聚酯需求的稳步

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市场支撑，尤其是进入二季度以来，下游需求增长明显，加上环保治理导致的

部分需求前移，江浙地区织机开工率相应大幅上升。从行业上游看，石油价格偏弱整理，化工品

价格则偏强震荡，PTA 供需面偏于紧平衡状态，价格中枢加快筑底回升，5 月中旬以后乙二醇价格

也开始快速上涨。在下游需求端稳步增长与上游供给端原材料价格阶段性上涨支撑下，国内涤纶

长丝市场快速回暖，出现了新一轮的涨价行情，去库存效果显著，FDY 等公司主营涤纶品种的库

存降至历史低位，产品价差与行业企业效益得到较大改善。另一方面，在供给侧改革大背景下，

聚酯行业整体的产业升级进程也不断加快，产业链一体化、兼并重组、互联网+、智能制造等行业

改革举措深入实施，落后产能出清，新增产能较少，龙头企业加快产业整合，行业供需关系与产

品成本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有利于行业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作为国内聚酯产业的领军型企业，顺应国内经济优化调整与产业升级发展的

大势，紧抓行业供给侧改革的结构性机会与升级性需求，始终专注于自身主业发展，围绕差异化、

功能化、多元化的市场需求变化，巩固传统产品优势，发展高精尖产能，实施独特的研发与销售

联动机制，坚持以新产品技术研发、中高端市场拓展、先进制造方式升级、集成运营模式转型为

发力点，稳步实施年初制定的生产经营计划，持续强化技术研发实力与市场创新能力，不断优化

制造服务平台体系，立足于规模化成本与差异化优势，逐步打造自身在产能成本、协同一体、产

品质量、平台服务、精细管理、柔性智能等核心竞争要素聚集的综合发展优势。在向质量、向管

理要效益的同时，公司积极筹划上下游的产业资产重组，依托集团优势与上市平台，实施集团整

体上市与产业链一体化的资本运作，以期持续提升上市公司的规范独立性、业务协同能力与经营

抗风险能力。具体来说： 

1、严控成本费用，提升运营质量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降成本、降库存、提质量、见效益”主动采取措施，落实“节能、节

约、节支”，一方面通过机器人清板落筒、AGV 车自动入库等自动化、智能化改造以及生产设备技

术创新、工艺流程改进与回收循环系统优化，结合供应商体系调整、提升辅料优质国产化率等有

力举措，不断提升企业运营效率，降低公司成本水平；另一方面通过严格把控产品质量，不断提

高服务质量，提升客户满意度，准确把握研判市场流行趋势及预期，结合产品库存快速响应，调

整在机产品品类及产量，控制合理库存量。公司坚持以客户需求为出发点，增加定制化、个性化

订单产品比重，不断提高客户粘性与国内外目标市场占有率。 

2、立足高端市场，强化新品研发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调整优化产品结构，扩大功能化、差别化产品产能与新品比率，紧跟市

场流行趋势，通过技术创新强化新产品开发，满足客户个性化、多元化需求，抢占高端市场；公

司研发的“熔体直纺超细旦多孔20D DTY涤纶长丝”、“熔体直纺超细旦高品质15D FDY涤纶长丝”

及“熔体直纺超细旦半消光25dtex POY涤纶长丝”于今年6月份被江苏省科技厅认定为“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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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产品”，“家纺用柔光舒适超细旦异形涤纶FDY”等三项新产品通过省级新产品鉴定。公

司新产品利润占比持续提高，新品率不断上升，确保了公司的利润水平与持续盈利能力。 

3、推进资产重组，完善产业结构 

报告期内，公司正在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拟发行股票购买实际控制人旗下的全球单体产能最

大的PTA工厂与2000万吨/年的大型石油炼化项目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本次收购完成后，上市公

司的产业结构将升级为以原油炼化为起点，形成“芳烃—PTA—聚酯—民用丝及工业丝”的完整产

业链，实现集团石化板块的全产业链一体化运营，这将大幅提升上市公司独立规范运作水平、持

续盈利能力与产业链协同运营步伐。目前相关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中。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恒力化纤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16亿元公司债券获得中国

证监会批准，公司债发行将优化恒力化纤的负债结构，降低财务费用，提升盈利能力，公司后续

根据债券市场情况和公司需求确定具体发行时间。 

 4、严格安全环保，保障平稳运营 

报告期内，公司完善各项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做到安全管理有据可依；加强安全日常管理，

开展综合检查与专项检查活动，排查隐患，及时整改，做到把事故消除在萌芽状态，确保安全生

产；开展应急预防演练，提升应急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现场环境管理，废水废气噪声排放指标均达到国家标准，定期完成年度

环境监测，定期对公司的环保信息进行公示。 

 5、推进企业文化，完善人才机制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不断丰富员工精神文化生活，提高凝聚力与向心力。

公司大力落实人才梯队建设规划，选拔培养后备人才，采用内训与外训相结合的方式，同时积极

推动内部培训讲师队伍建设，搭建完善员工能力稳步提升的长效机制。 

报告期内，公司正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建华、范红卫夫妇对员工持股计划

进行保底，使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利益趋于一致，进一步激发与调动核心员工及管理层的

工作能动性与主人翁意识。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实现 108.92 亿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18.0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 5.62亿元，较上年同期 4.23亿元增加了 32.84%。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上升受益于

国内涤纶长丝市场行情回暖，去库存效果明显，且受益于公司多年来坚守的高端产品路线和对新

产品的持续研发投入。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