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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30            证券简称：鲁西化工             公告编号：2018-013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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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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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464,860,778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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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西化工 股票代码 00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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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英强 李雪莉 

办公地址 
山东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化工新材料产业园 

山东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化工新材料产业园 

传真 0635-3481044 0635-3481044 

电话 0635-3481198 0635-3481198 

电子信箱 000830@lxhg.com 000830@lxhg.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为化工、化工新材料及化肥产品的生产销售。主要产品涵盖聚碳酸酯、己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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酰胺、甲酸、尼龙6、多元醇、甲烷氯化物、氯化石蜡、氯化苄、有机硅、尿素、复合肥等百余种，产品

应用领域广泛。 

（一）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模式没有发生变化。 

公司的经营业绩同比大幅增长，主要原因是：公司继续发挥一体化、集约化、园区化、智能化优势，

不断完善智慧化工园区平台功能，强化安全环保管控，各生产装置保持了长周期满负荷稳定运行，项目建

设顺利实施。受国家安全环保政策趋严及整治淘汰“小散乱污”企业力度增强的影响，化工行业持续向好，

公司大部分化工产品和重点化工新材料产品盈利能力保持稳定，销售价格同比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公司

抓住市场供求变化机遇，争取较好价格，保持产销平衡，实现较好经济效益。 

（二）报告期内，公司所属的行业发展情况 

2017年，国内化工行业运行情况良好，化工行业景气度较过去几年呈现一定程度的改善。在“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各级政府持续提升环保管控力度，也使得国内一些不达标、不规范

的化工企业加速退出市场，起到了净化市场、优化行业结构的作用。各类上游原材料企业整体盈利能力提

升明显，化工行业稳步向上的趋势贯穿全年。 

2017年，国内化肥行业竞争激烈，煤炭、硫磺等大宗原材料价格上涨也进一步挤压化肥企业的利润空

间。在“化肥零增长”的背景下，行业内部分高成本产能逐步降低开工负荷，国内化肥需求保持低迷。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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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15,761,800,297.45 10,948,556,536.49 43.96% 12,870,896,823.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49,936,379.17 252,597,950.30 671.95% 289,313,758.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59,973,392.44 203,247,807.64 864.33% 225,791,669.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06,783,040.60 1,082,600,510.52 270.11% 1,743,258,283.3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239 0.090 1,276.67% 0.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239 0.090 1,276.67% 0.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62% 3.09% 23.53% 3.91%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15 年末 

总资产 27,774,724,142.06 25,064,533,125.22 10.81% 22,366,813,161.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253,947,931.79 8,441,179,294.79 21.48% 7,812,879,6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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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707,719,993.35 3,579,831,217.82 3,777,145,577.52 4,697,103,508.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0,207,551.16 310,994,812.25 520,587,791.73 878,146,224.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4,951,072.57 300,841,998.08 509,130,878.62 915,049,443.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96,782,145.31 1,113,284,237.63 881,935,178.44 1,314,781,479.22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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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84,023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36,931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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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西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60% 492,248,464  质押 196,3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67% 39,124,000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

公司－分红－个险

分红 

其他 1.10% 16,150,4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国泰金鹰增

长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1% 11,888,315    

金雪松 境内自然人 0.79% 11,500,02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财通多

策略升级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3% 10,746,79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0.67% 9,856,154    

林小萍 境内自然人 0.63% 9,169,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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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中

欧中小盘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LOF) 

其他 0.62% 9,013,399    

王咏梅 境内自然人 0.59% 8,586,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0 名股东中，鲁西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

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在流通股股东之间，

公司未知其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前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公司前 10 名无限售股东中，股东鲁西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0,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5%。股东

金雪松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1,273,62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77%。股东林小萍通过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9,169,01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63%。股东王咏梅通过联

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8,586,700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0.59%。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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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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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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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鲁西化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 

11 鲁西债 112030 2018 年 07月 06 日 190,000 6.18%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

兑付情况 

11 鲁西债于 2017 年 7月 6 日支付 2016 年 7 月 6 日至 2017 年 7月 5 日期间的

利息（债权登记日确定为 2017 年 7月 5 日，付息日 2017 年 7 月 6 日）。详情

请参阅 2017年 6 月 30 日披露的“11鲁西债”2017 年付息公告。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2017年5月27日，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对公司“11鲁西债”出具了最近一期跟踪评级报告，维持

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稳定，维持本期信用债券等级为AA。2017年11月3日，中诚信证券评估

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调整公司主体信用等级和相关债项信用等级的公告，决定将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由AA

上调为AA+，评级展望稳定。将11鲁西债的债项信用等级由AA上调为AA+。最新的跟踪评级报告预计2018年

5月份在巨潮资讯网披露。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62.22% 65.52% -3.30% 

EBITDA 全部债务比 37.90% 13.32% 24.58% 

利息保障倍数 5.71 1.56 26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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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依然延续，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新旧动能转换加

速，化工行业持续面对安全环保的高压态势，市场竞争激烈。公司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引，紧跟政策导向，抢抓发展机遇，坚持安全环保第一的理念不放松，持续完善智慧化工园区平台建

设，有效保持了各生产装置的长周期稳定运行。经营团队紧跟市场，灵活调整经营策略，用“效果至上、

业绩为天”来检验经营水平，运营水平和盈利能力显著增强。坚持管理变革和技术创新，积极引进新工具、

新设备，提升装备制造安装水平，在建续建项目进展顺利。在国内外经济形势严峻的情况下，经过干部员

工的共同努力，公司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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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化工新材料产品 8,536,588,342.48 5,716,670,656.02 33.03% 92.88% 62.40% 12.57% 

基础化工产品 4,086,901,638.56 3,192,252,556.55 21.89% 45.38% 31.60% 8.18% 

氮肥产品 753,692,593.66 674,025,785.13 10.57% -36.79% -37.71% 1.32% 

复肥产品 2,346,683,915.31 2,036,036,966.51 13.24% -1.51% -3.12% 1.45% 

其他产品 37,933,807.44 35,062,919.61 7.57% -72.20% -65.67% -17.57%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的经营业绩同比大幅增长，主要原因是：公司继续发挥一体化、集约化、园区化、智能化优势，

不断完善智慧化工园区平台功能，强化安全环保管控，各生产装置保持了长周期满负荷稳定运行，项目建

设顺利实施。受国家安全环保政策趋严及整治淘汰“小散乱污”企业力度增强的影响，化工行业持续向好，

公司大部分化工产品和重点化工新材料产品盈利能力保持稳定，销售价格同比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公司

抓住市场供求变化机遇，争取较好价格，保持产销平衡，实现较好经济效益。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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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详见本报告“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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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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合并报表范围因公司注销减少聊城鲁西三友肥料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聊城鲁西三合肥料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聊城市鲁西化工催化剂研发有限公司 3 家。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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