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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19              证券简称：岳阳兴长              公告编号：2017—029 

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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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

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

告全文。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岳阳兴长 股票代码 00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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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人杰 秦剑夫 

办公地址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大道岳阳兴长大厦十楼 

电    话 (0730)8829916  8452599 (0730)8829751 

电子信箱 yyxczqbu@163.com yyxczqbu@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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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9,247,600.51 647,486,354.82 -12.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120,005.06 16,188,155.06 -131.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040,057.03 16,215,305.20 -131.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96,294.68 36,162,025.73 -94.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9 0.060 -131.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9 0.060 -13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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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3% 2.36%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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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5,145,623.52 827,320,331.71 -2.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85,725,849.12 700,238,122.23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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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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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石化集团 

资产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46% 63,663,007 63,663,007   

湖南长炼兴长 

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04% 40,822,591 40,822,591 质押 22,987,125 

陈家兴 境内自然人 1.06% 2,876,062 2,876,062   

戴新华 境内自然人 0.71% 1,925,733 1,925,733   

刘月华 境内自然人 0.62% 1,682,447 1,682,447   

张寿清 境内自然人 0.43% 1,155,127 1,155,127   

周淑齐 境内自然人 0.37% 1,000,000 1,000,000   

深圳市五丰行 

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6% 977,500 977,500   

姚焰 境内自然人 0.33% 892,395 892,395   

中国国际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3% 887,311 887,31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未获知前 10 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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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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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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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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体生产装置实施了长达两个月的停工检修，导致公司主导产品

产量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同时，由于原料价格上涨幅度高于产品价格上涨幅度，

公司MTBE、聚丙烯等产品差价缩小，毛利率下降；加之公司参股公司芜湖康卫、控

股子公司新岭化工继续处于亏损状态，公司生产经营形势面临比较困难的局面。针

对当前经营形势，公司坚定“稳生产、夯基础、强管理、顺思路”的工作原则，坚

持以安全生产为重点，强化预算管理和成本管理，注重用人机制的转换，谋划石化

主业基础上的发展，报告期，实现销售收入5.69亿元，净利润为亏损512万元。  

报告期，我们重点抓好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抓好“三年一次”大检修，为装置平稳运行打实基础。 

报告期，公司针对“三年一次”的例行大检修，按照“安全为本、明确责任、

效益优先”的原则，坚持两手抓，一手抓安全隐患“消除”，一手抓成本费用控制，

克服检修项目多，参检人员少等困难，提前筹备，统一安排，较好的完成了装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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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修。 

同时，为尽量减少大检修对生产的影响，公司在有限开工时间内全力抓好主体

装置生产，各装置加工量和生产量均完成了年计划的40％以上。  

(二)在发展项目上想办法，因地制宜解决产业发展后劲不足问题。 

报告期，公司根据“改革有突破，发展有突破”的总体要求，进行了深入的讨

论、调研，明确了公司今后一段时期改革、发展的方向，重点推进异丁烷脱氢等项

目。  

(三)在盘活资产存量上下工夫，最大限度的减亏增效。 

公司在抓好项目发展，努力做大增量的同时，眼睛向内，千方百计盘活存量，

力争外延与内涵发展齐头并进。一是加快推进长进公司无纺布生产线升级改造项目

的建设工作，力争年内投产；二是积极开拓新岭化工邻甲酚市场，灵活调整产销策

略，实现订单式生产，上半年亏损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三是做好做强油品分公司

油品销售业务，灵活运用多种促销模式，及时根据原油价格走势调整库存结构，上

半年实现较好收益。 

(四)在内部管理上做文章，进一步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 

面对严峻的生产经营形势，公司从多方面着手采取措施提高管理水平，一是增

强干部员工忧患意识；二是加强成本费用控制，增强全员成本意识，加强预算调控，

严格执行工程结算“二审制”，有效控制工程造价；三是进一步完善内部管理体系，

对公司管理制度重新梳理，加强对现有制度实际运行状况和效果的监测、检查与考

核，并编制了《2017年制度修订计划》，切实增强制度的规范作用；四是实施绩效

分配改革，以“突出重点、鼓励竞争”为原则，在控制绩效总量的前提下，合理拉

开分配差距，进一步增强了企业发展与员工受益的联动性，激发了广大干部员工干

事创业的能动性；五是加强重点工作督查督办力度，明确责任部门和领导，跟踪讲

评工作落实情况，促推了干部作风转变，提高了工作执行力。 

(五)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积极探索参与新形势下的规范运作模式。 

报告期，公司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把党建入章纳入到规范管理之中,进

一步明确党组织在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使党组织在上市公司中发挥作用更

加组织化、制度化、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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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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5月，财政部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要求自2017

年6月12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企业应对2017年1月1日

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7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

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根据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规定

执行。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

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应当计入营业外收支。 

公司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及2017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

增的政府补助进行了梳理，公司没有与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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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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