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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48                           证券简称：卫星石化                           公告编号：2017-037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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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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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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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星石化 股票代码 00264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沈晓炜 陆颖 

办公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嘉兴工业园区步焦路 浙江省嘉兴市嘉兴工业园区步焦路 

电话 0573-82229096 0573-82229096 

电子信箱 satlpec@weixing.com.cn satlpec@weixing.com.cn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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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035,686,807.42 2,185,228,798.85 84.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84,178,861.49 15,222,745.03 3,080.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483,038,653.22 13,898,863.30 3,37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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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3,404,891.07 57,528,798.45 184.0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026 0.0189 3,088.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026 0.0189 3,088.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49% 0.48% 13.0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8,255,468,409.05 7,453,895,924.00 10.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770,239,286.75 3,376,981,766.40 11.6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7,97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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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卫星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9.66% 399,000,000  质押 156,600,000 

YANG YA 

ZHEN 
境外自然人 17.80% 143,000,000    

嘉兴茂源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35% 51,000,000    

长城证券－工

商银行－长城

卫星石化 1 号

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1.03% 8,265,425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57% 4,581,700    

全国社保基金

四一二组合 
其他 0.53% 4,280,253    

李明睿 境内自然人 0.43% 3,417,981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景顺长城量

化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1% 1,712,308    

中国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个人

分红
-005L-FH002

深 

其他 0.21% 1,700,000    

卓苓卉 境内自然人 0.21% 1,663,96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持股 5% 以上的股东中浙江卫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卫星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股东为杨卫东、马国林和杨玉英；2.杨亚珍与杨卫东为夫妻关系，两人为本公

司实际控制人；3.浙江卫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嘉兴茂源投资有限公司控股股东。除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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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李明睿通过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408,881 股；卓苓卉

通过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663,963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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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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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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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依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

《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制度的规定，切实履行股东大会赋予的董事会职责，勤勉尽责地

开展各项工作，推动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2017年上半年度，公司实现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19.33%，实现各类产品销售总量较去年同期增长33.04%，SAP上半

年实现销售量较去年同期增长383.36%。丙烯酸及酯业务正确把握市场节奏，实现满产满销；下游精细化工产品利用行业整

合优势，发挥研发创新动力，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卫星科技SAP已进入国内一线品牌，如福建恒安、婴舒宝、倍康等，并

在美国、南美、东南亚、欧洲等区域实现了较好地销售，全球销售网络同步建立。 

应对全国环保形势，全面落实安全环保是公司的生命线，做好各项安全环保工作，将是企业未来发展的重要优势，报告

期内，公司未发生重大安全环保责任事故。 

根据公司2017年的经营思路及确保各产品盈利的措施，实现各生产装置“安稳长满优运行”，达到了装置“高开工率”，各类成

本得到有效控制，积极推进“成为中国最好的专注于技术与服务的多元化化工企业”的战略的实施。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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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通知》，公司根据该准则要求，对政府补助相关会计

政策进行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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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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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 出资比例 

湖北山特莱新材料有限公司 投资设立 2017.3.1 10200000 0.51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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