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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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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ST大化B 900951 大化B股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魏 李晓峰 

电话 0411-86893436 0411-86893436 

办公地址 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证券部 

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证券部 

电子信箱 dhjtdlhuagong@sina.com dhjtdlhuagong@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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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859,956,690.07 874,593,926.43 -1.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9,456,762.29 162,978,787.13 16.25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26,309.01 -16,208,623.70 133.48 

营业收入 417,902,387.95 432,062,884.60 -3.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103,251.25 -26,914,111.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324,466.07 -26,820,244.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68 -11.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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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03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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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性

质 

持股

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非流通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

人 

63.64 175,000,000 175,000,000 冻结 87,500,000 

王霄 未知 0.55 1,520,100   未知   

苗进 未知 0.53 1,471,231   未知   

GUOTAI JUNAN   

SECURITIES(HONGKONG) 

LIMITED 

未知 0.42 1,166,140   未知   

益生堂药业有限公司 未知 0.41 1,120,000   未知   

郝峰 未知 0.40 1,110,782   未知   

廖利平 未知 0.40 1,106,300   未知   

王明辉 未知 0.39 1,082,900   未知   

张继红 未知 0.34 932,648   未知   

季明玉 未知 0.29 809,90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国有法人股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

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是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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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7 年上半年公司主导产品纯碱先扬后抑再趋稳，主导产品氯化铵因化肥行业过剩、内外需

求均增长缓慢市场不容乐观。面对 2017 年上半年复杂严峻的宏观经济和行业形势，公司管理层在

董事会领导下，按照"平稳运行保生产，安全环保促发展，精细管理深挖潜，调整结构提效益 "

的经营方针，重点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1）抓好生产管理，确保平稳高效运行 

    公司努力抓好生产运行管理。公司通过努力提高操作人员的工作水平，完善各种技术措施和

反事故措施，确保稳定工艺操作，实现了装置长周期和经济环保的稳定运行。 

    公司将主要工艺指标、主要设备的运行周期和消耗指标纳入"大班一条龙竞赛"，强化工艺管

理、设备包机管理，通过优化工艺、节能减排、加强设备维护保养、修旧利废等措施，达到系统

生产的经济平稳运行。 

公司加大员工队伍培训力度，通过举办技能培训班和业务知识学习讲座等途径，全面培养复

合型生产人员，保证新装置对技术人员的需求。 

2）管控安全风险，重视环保发展 

     2017 年上半年公司强化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实行安全承诺制度，逐级进行安全承诺。树

立隐患就是事故的安全理念，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化，坚决消灭“三违”，做到管人就要管安全，管

事就要管安全。公司加强现场施工安全管理，严格执行检维修项目安全管理流程。2017 年 5 月 7

日公司经检查确认冰机等岗位设备存在安全隐患，公司本着对重大风险隐患按事故对待的原则，

立即对生产装置进行停产检修。 

公司秉承着环保工作和节能减排、清洁生产工作齐头并进、齐抓共管的方针，在抓各项生产

工作的同时重视环保工作，有计划实施环措项目，确保环保装置有效运行；公司通过严格控制工

艺，做到达标排放，履行环保责任，确保企业可持续发展。 

3）实施精细管理，做好节能挖潜 

    公司细化分解各项经营指标，费用指标层层分解。公司加大财务监督、效能监察和内部审计

工作力度，堵塞管理漏洞，严格控制费用成本，确保各项成本费用指标的完成。 

公司还全面加强设备、工艺、质量等各个方面的管理，强化过程控制，努力降低消耗，确保

产量、消耗、费用等指标任务的完成，公司通过持续开展竞赛活动，极大的调动了职工的降耗积

极性，推动了降耗工作的开展。 

4）优化产品结构，做好产品开发 

2017 年上半年公司根据产品市场情况及供应状况，及时调整产品结构，及时调整重质纯碱和

精制氯化铵的产量。公司积极开发新品种，研发主导产品的下游产品，将产品向高精尖方向调整，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2017 年上半年公司强化了环保设施整治及安全隐患整改，并根据产品市场情况组织公司生产

经营。2017 年上半年公司实际生产纯碱 22 万吨，上年同期完成 29 万吨，减少 24.14%，2017 年

上半年公司实际生产氯化铵 22 万吨，上年年同期完成 29 万吨，减少 24.14 %。 

2017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1790 万元，较上年同期 43206 万元减少 1416 万元，减少

3.28%；公司实现营业成本 36884 万元，较上年同期 44122 万元减少 7238 万元，减少 16.40%；公

司实现营业利润 2332 万元，较上年同期营业利润-2682 万元增加利润 5014 万元；公司实现净利

润 2410 万元，较上年同期净利润-2691 万元增加利润 5101 万元。 

公司扭亏为盈的主要原因是：虽然 2017 年上半年公司主导产品纯碱及氯化铵产量及销量较上

年同期下滑，但由于主导产品纯碱及氯化铵市场价格较上年同期均有升高，公司从主营业务上实

现了净利润的扭亏为盈。 

2017 年 1、2 月份公司主导产品纯碱及氯化铵市场价格较高，一季度公司实现净利润 2848 万

元，自 2017 年 3 月始公司主导产品纯碱及氯化铵市场价格下滑，直至五 5 月底国内纯碱市场出现

触底小幅上扬态势，目前纯碱市场价格稳中有升，国内纯碱行情有所回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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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刘平芹 

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8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