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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37                            证券简称：茂化实华                         公告编号：2018-032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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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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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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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汕 董事 工作原因 范洪岩 

杨晓慧 董事 工作原因 范洪岩 

关志鹏 董事 工作原因 杨越 

杨丽芳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咸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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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茂化实华 股票代码 000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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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国强  

办公地址 广东省茂名市官渡路 162 号  

电话 0668-2276176  

电子信箱 mhsh000637@16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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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598,685.71 2,201,528,055.49 -10.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248,640.83 52,423,525.45 -5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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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4,597,068.77 44,357,292.35 -44.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143,290.73 85,745,665.10 -96.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5 0.101 -55.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5 0.101 -55.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5% 5.95% 减少 3.40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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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5,075,565.84 1,209,092,966.63 13.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26,852,526.36 901,812,997.52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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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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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泰跃房地

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北京泰

跃房地产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9.50% 153,363,230 153,363,230 

质押 153,363,230 

冻结 153,363,230 

中国石化集团

茂名石油化工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75% 76,658,001    

广东众和化塑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6% 4,489,930    

胡明 境内自然人 0.70% 3,665,000    

梁雯雯 境外自然人 0.45% 2,346,000    

王银祥 境内自然人 0.35% 1,800,000    

沈建人 境内自然人 0.25% 1,317,4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25% 1,295,200    

领航投资澳洲

有限公司－领

航新兴市场股

指基金（交易

所） 

境外法人 0.25% 1,284,209    

田波翰 境内自然人 0.19% 1,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法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其他流通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不详，其所持股份是否存在质押或冻结的情况不详。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胡明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2,502,400 股；王银祥通过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800,000 股；沈建人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

司股票 300,000 股；沈小玲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50,000 股。 

注：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北京泰跃房地产开发有限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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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司所持有本公司股份质押给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办事处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冻结，并先后被 11 家人民法院轮候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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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高位运行，面对化工产品市场低迷、有效需求持续平淡、上游液化气原料供应

量减少、生产装置设备问题多等不利因素，公司上下一心，全力抓好生产经营管理发展各项工作，推动ZHG

扩建聚丙烯项目持续优化，上半年累计实现营业收入19.8亿元，实现利润总额为3690.97万元。同比分别下

降10.08%和52.38%。 

（一）安全环保局面进一步加强，实现安全环保无事故。一是强化安全管理。加大安全教育培训力度，

加强三级安全教育和反事故应急演练，参加安监业务再提升培训，上半年共组织安全培训700多人次；组

织隐患排查治理，开展周检、岗检和专项安全生产大检查，及时化解生产过程中的风险苗头，确保装置安

稳生产。落实风险管控等制度，分解危险源风险点管控责任，共制订、完善安全环保专业管理制度12项。

二是抓好直接作业环节安全管理。从严规范现场作业，实现施工安全无事故。三是抓好安全环保资质取证

工作。办理有关单位安全生产许可证和排污证的换证、取证；完成安全环保资质取证3项，确保合法合规

生产。 

（二）抓好原料采购供应，优化日常生产经营。一是密切跟踪原料价格走势和价差变化，做好成本效

益测算，最大限度降低原料成本；加大原料外购力度，构建了稳定的C4原料供应渠道。积极协调沟通，增

强了外购原料海运接卸能力，减少货船滞期，降低成本费用。上半年，公司共外购丙烯、碳四等原料共35.58

万吨，原料外购量同比降低7.58%。二是优化生产。有针对性地实施技改，提升装置技经水平，上半年共

完成技改项目14项。聚丙烯单月产量最高达1.9万吨，创历史单月最好水平。通过科学配炼，优化调整特种

白油产品结构。上半年，三、四预分离装置处理量完成21.38万吨，完成半年计划100%；聚丙烯产量完成

8.95万吨，完成半年计划86%；MTBE系列产品产量8.23万吨，完成半年计划95%；特种白油系列产品产量

2.09万吨，完成半年计划106%；乙醇胺系列产品产量0.73万吨，完成半年计划77%；液化气中转量3.41万

吨，完成半年计划100%。各主体装置主要经济指标基本控制在计划指标范围内。 

（三）抓好经营管理各项工作。一是加强销售工作。实施积极的销售办法，积极开拓市场，扩大终端

客户，紧跟市场趋势，把好营销节奏，及时锁定效益。上半年，除聚丙烯产品库存较高外，其它产品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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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产销平衡，产品销价保持同行业前列水平。聚丙烯产销率85.97%；白油系列产品产销率95.45%；MTBE

系列产品产销率99.86%；乙醇胺产品产销率93.51%。二是抓好设备物资采购管理。做好市场调查分析及比

质比价工作，竞争比价、阳光采购，节约采购资金约192万元。三是加强费用成本管理。降低费用成本，

减少资金占用，提高资金利用率，降低财务费用。四是强化科技成果管理。公司“丁烯循环利用关键技术

研发及产业化”科学技术成果荣获2017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一种异构反应器》等11个实用新

型专利和《石油智能镄反应器勘测数据分析系统》等１个软件成功得到了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公司获得

了茂名市第三届政府质量奖。 

（四）项目建设发展稳步推进。持续优化ZHG聚丙烯装置稳定运行及提量爬坡，跟踪解决出料不顺、

管线堵塞、设备故障等问题，实现了三条生产线平稳运行，达到了产能设计值。公司与钦州天恒石化公司

签署了《关于双氧水项目合作协议》，双方合作开发双氧水项目正式启动，项目建设正在推进。围绕周边

石化基地开展资源调查和项目调研论证，抓好后备发展项目储备。  

（五）和谐稳定局面更加巩固。抓好形势任务教育、安全意识教育，引导职工进一步认清形势，明确

任务，鼓足干劲，争创效益。抓好党建工作，认真做好非公经济党组织党建工作专项检查准备，获上级党

委肯定。开展和谐企业建设，为职工办理二次医保、补充医疗，为29名符合帮困救助条件的协解人员拨付

帮困救助金。完成了广东省在职职工医疗互助保障计划投保。走访慰问退休职工、伤病职工、困难职工、

劳模和困难职工遗属、困难党员等共213人次，发放慰问金和慰问品共6.97万元，组织慰问福利院儿童，为

“广东省扶贫济困日”捐款13.12万元，公司连续8年获得茂名市“爱心企业”称号。 

分析预计，下半年公司将面临诸多压力风险和挑战：一是行业经济和政策变化风险：目前化工行业处

于稳定的态势，但化工行业与国民经济的景气程度关联性强，其发展具有周期性波动的特征。未来宏观经

济向好程度、下游企业的需求及国家对本行业政策的持续性等，会影响公司的生产经营，存在宏观经济波

动带来的一定风险。 二是安全环保风险：国家对化工企业淘汰落后产能、节能减排等方面提出了新的目

标和要求，行业门槛提高。对行业的安全环保监管趋严，执法力度加大，未来国家对化工行业安全环保方

面政策的变化调整将给公司发展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 三是市场竞争风险：公司属于竞争性强的行业，

国内外企业在品种、成本、质量和技术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因市场供应增加，聚丙烯、MTBE或者存在

产能过剩的情况，促使有关产品盈利空间收窄，市场竞争带来一定的风险。聚丙烯产品库存仍较高，造成

资金积压，并存在市场跌价风险。同时，在产品销售和客户服务方面也还存在不足。四是成本变动风险：

随着公司产能扩大，上游生产原料供应量不充足，原料短缺情况依然存在，部分装置未实现最佳运行，个

别技术经济指标还有波动。要维持装置满负荷生产需要加大原料外购量，可能存在因资源竞争、原料短缺

和运输成本增加而造成成本变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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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合并报表范围增加，新设子公司：湛江实华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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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签字页）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范洪岩 

                                                     2018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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