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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93                            证券简称：荣盛石化                          公告编号：2018-039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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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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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荣盛石化 股票代码 002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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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卫英 胡阳阳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益农镇浙江荣盛控股集团大楼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益农镇浙江荣盛控股集团大楼 

电话 0571-82520189 0571-82520189 

电子信箱 qwy@rong-sheng.com yangyang@rong-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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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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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36,691,613,883.46 35,200,986,080.32 35,200,986,080.32 4.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14,022,914.37 1,103,082,345.65 1,102,655,308.95 1.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160,996,538.32 937,165,800.64 937,165,800.64 23.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90,150,862.81 -1,134,476,432.40 -1,027,702,232.62 196.3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9 0.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9 0.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55% 8.34% 7.29% 0.2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87,824,700,901.27 62,053,659,232.67 62,053,659,232.67 41.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913,171,273.44 14,258,654,666.66 14,258,654,666.66 4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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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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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0.36% 4,027,499,784 180,000,000   

李水荣 境内自然人 7.49% 428,850,000 321,637,500   

杭州竹雅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2% 92,481,500    

李国庆 境内自然人 1.12% 64,350,000 48,262,500   

许月娟 境内自然人 1.12% 64,350,000    

李永庆 境内自然人 1.12% 64,350,000 48,262,500   

石雯 境内自然人 1.11% 63,256,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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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光大

信托－稳盈安益 3 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1.03% 58,951,861    

杭州泰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5% 54,303,048    

乔晓辉 境内自然人 0.79% 45,090,000  质押 45,09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其他 0.60% 34,580,83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李永

庆、李国庆为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水荣之堂侄，许月

娟为李水荣之弟媳，构成关联关系。除上述关联关系外，公司未知其

他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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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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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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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报告期内，中国经济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以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加快改革开放步伐，上

半年经济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向好态势，主要指标处在合理区间，经济结构持续优化，但随着中国经济

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中美之间的摩擦和潜在冲突由此势所难免。 

公司积极应对机遇和挑战，上下严格实施了年初制定的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坚定信心，务实发展，

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成功在宏观经济不利和行业调整的背景下实现了业绩大幅增长。总的来看，公司芳

烃板块效益明显，贡献了大部分业绩；PTA 板块在经历几年的周期性调整之后，产品供求关系有所改善；

化纤板块持续复苏，盈利能力不断提升。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66.92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4.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14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03%；总资产 878.25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41.5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9.13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46.67%。 

报告期内，为更好地推进浙石化项目，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60 亿元，

其中，荣盛控股以现金方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认购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6 亿元，在各方努力下，募集资

金于 2018 年 06 月底顺利到位，新增股份于 07 月 18 日在深交所顺利登记上市。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有利于荣盛石化增强资本实力、优化资产负债结构、降低财务费用，为浙石化正在推进的 4000 万吨/年炼

化一体化项目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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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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水荣 

2018 年 08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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