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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35                               证券简称：英力特                            公告编号：2018-043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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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耀忠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王宁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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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087602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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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力特 股票代码 00063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学军 杨向前 

办公地址 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钢电路 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钢电路 

电话 （0952）3689323 （0952）3689323 

电子信箱 ylt_zqb@yinglitechem.com ylt_zqb@yinglitech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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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4,259,976.29 1,007,660,819.50 -0.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5,862,689.66 71,081,023.25 20.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83,843,813.13 68,504,577.51 22.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0,779,379.73 125,029,899.49 -51.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0.23 21.7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 0.23 21.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4% 2.43%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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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5,397,933.96 3,444,162,222.24 2.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068,156,337.24 2,985,502,002.27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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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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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电英力特能源化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1.25% 155,322,687 0   

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45% 13,491,534 0   

朴永松 境内自然人 1.16% 3,518,100 0   

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融信通系列单一

信托 10 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4% 3,141,500 0   

梁浩权 境内自然人 0.68% 2,056,200 0   

蔡学慧 境内自然人 0.45% 1,371,900 0   

谢红秀 境内自然人 0.37% 1,130,000 0   

彭帅 境内自然人 0.31% 927,735 0   

张冰 境内自然人 0.28% 845,000 0   

陆宗恺 境内自然人 0.20% 605,81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以上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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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股东谢红秀，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130,000 股，通过普通证

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0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1,1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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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99,084.76万元，较上年同期降低 1.29 %，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的净利润 8,586.27 万元，较上年同期提高 20.80 %，主营业务及其结构未发生重大变

化。 

报告期内，生产电石 15.31 万吨，完成年度计划 51.88% ；PVC 11.70 万吨，完成年度

计划 53.16%；E-PVC 1.83 万吨，完成年度计划 39.83 %；烧碱 10.07 万吨，完成年度计划 

51.47 %。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352,539.79 万元，较年初增加 2.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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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 306,815.63 万元，较年初增加 2.77 %。 

2018年上半年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1）狠抓安全管理，夯实公司发展的基石 

安全是企业发展的基石，公司严格落实“规定动作”，全员安全责任有效落地。深化安全

文明生产标准化创建，完善标准体系，加强贯标力度和评标考核，确保全面达标。开展年度

安全“无违章”竞赛，违章治理成效持续深化。狠抓全员安全素质提升，开展全员应知应会培

训和警示教育，全面提升员工事故防范意识。加大隐患排查治理，做到隐患闭环、风险有效

管控。强化应急管理，组织应急演练，保持应急救援战斗力，守好安全生产应急防线。 

（2）加强环保管理,树立绿色发展理念 

一是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全面落实清洁生产标准，加大废气、废水与固废治理，环保设

施100%投运，危险废物100%合规合法处置。二是实施碳素材料封闭堆放整治，确保公司废

水排放与扬尘治理符合环保标准。三是加强能源“双控”管理，持续降低能源消费总量。 

（3）细化生产管理，保持生产稳定运行 

加强三级工艺检查，强化岗位练兵，组织开展“先进性指标、工艺管理、优秀技术改造、

降低原料成本”等竞赛评比，提高精益生产能力。加强设备专业化管理，严格设备包机责任制，

对关键设备和大型机组实行特级维护管理，强化电气、仪表专业技术培训。深化设备“零缺陷”

竞赛活动，排查设备缺陷，提升设备完好率。针对客户需求，制定产品质量提升方案，着力

提高产品供给质量。 

（4）抓好提质增效，提升企业发展质量 

全面梳理生产经营问题清单，制定年度提质增效措施，每月督办通报，推动提质增效目

标按时按质完成。持续强化对标，紧盯节能降耗目标，扎实开展指标竞赛，降低主要产品消

耗。严控采购成本与质量，降低产品生产成本。加强销售市场研判，关注PVC期货走势，确

保产品平稳销售。加强法治建设，加大普法宣传，形成常态化合同监督检查机制，规范运营

行为，强化审计、纪检监督，提高规范治企水平。 

（5）着力提升员工队伍素质，奠定公司发展人才保障 

人才是公司发展的关键，通过培训着力提升存量人力资源素质，加快培养能够胜任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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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企业发展需要的专业化员工队伍。充分发挥薪酬绩效激励作用，制定专项奖励、总经理奖

励基金和津补贴管理办法，实现薪酬与绩效的相互促进。落实员工职业发展双通道机制，加

强人才队伍建设，为公司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 

（6）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建设进一步加强 

一是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制定学习贯彻措施，组织分批轮训和进班组宣讲。二是

国企党建会精神落地生根。严格党委前置决策程序，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作用充分

发挥。三是从严治党责任全面落实。严格落实党建、党廉建设“四同步”，细化“两个责任”任

务措施，明确党建党廉规定动作清单，推动党建党廉责任逐级落实。四是严格监督执纪问责，

修订廉洁风险防控体系，聚焦“四风”新形式、新动向，加强检查力度和廉政教育提醒，持之

以恒正风肃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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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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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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