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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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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丁建生 工作原因 常怀春 

4、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8年度实现净利润 3,019,652,962.34

元，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提取盈余公积金 69,190,936.65 元后，公司盈余公积金累计额已达到注

册资本的 50%，不再提取，本年度可供分配利润为 2,950,462,025.69 元，加期初未分配利润

4,937,921,333.53元，减去 2017年度分配现金红利 243,054,532.50元，2018 年末未分配利润为

7,645,328,826.72元。 

    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拟以现有股本 1,626,659,75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元（含税），

共计派发股利 325,331,950.00元，本次分配后的未分配利润余额结转至以后年度；本年度不进行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上述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预案须经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华鲁恒升 60042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高文军   

办公地址 山东省德州市天衢西路24号   

电话 0534-2465426   

电子信箱 hlhs2465031@126.com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为多业联产的新型化工企业，主要业务包括化工产品及化学肥料的生产、销售，发电及



供热业务。主要产品：肥料、醋酸及衍生品、有机胺、己二酸及中间品、多元醇等。 

（二）经营模式 

1、生产方面：公司秉承本质安全、绿色化工的安全环保理念，坚持技术先进、系统优化、节

能减排、精细管理的生产理念，依托洁净煤气化技术，提高资源综合利用能力，打造了“一头多

线”循环经济柔性多联产运营模式。报告期内，公司统筹存量优化和增量升级，加强平台建设和

资源综合利用，实现了三大气化平台互联互通，提升了资源利用效率，生产管理有了新突破。 

2、采购方面: 按照“全程阳光采购、构建战略客户关系”的供应链理念，建立了完善的招投

标和购销比价制度，执行严格的供方准入制度，实施源头采购。报告期内，公司坚持战略采购原

则和点对点采购模式，以提升资源掌控能力、满足生产需求、降低采购成本为目标，及时把握各

种大宗化工原料的市场节奏，圆满完成各项采购任务。 

3、营销方面: 构建“合作创造价值、竞合创造共赢”的营销模式，与竞争对手既竞争又合作，

与上下游客户在共赢中获得竞争优势，通过品质提升、塑造品牌、诚信经营、优质服务，实现企

业目标。报告期内，公司抢抓市场机遇，借力市场正效应，强化产销协同，优化市场布局，拓展

销售渠道，实现了产销平衡和效益最大化。 

（三）行业情况 

报告期内，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安全环保等因素持续影响，氮肥开工水平不高，市场供应

收缩，供需格局维持紧平衡状态，行业整体运行情况好于去年，效益明显好转。但受农业需求持

续下降、产品同质化严重、资源约束不断增长、国外竞争压力不断增加等内外环境变动影响，氮

肥行业仍面临很多挑战，供给侧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 

受化工行业去产能、环保加强及国际原油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前三季度化工行业市场供需

关系发生积极变化，主要化工产品价格较去年同期均有较大涨幅，行业整体效益较好；第四季度

受国际原油价格大跌、中美贸易战等宏观因素影响，化工市场较前期出现较大变化，产品价格出

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进而影响四季度效益。从化工行业整体来看，整个行业仍承受着经济形势不

确定、市场产能过剩、资源与环境约束收紧、产业升级缺乏技术支撑、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波动等

方面的较大压力。 

1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18,657,028,592.22 16,021,769,786.27 16.45 13,205,543,626.83 

营业收入 14,356,817,454.99 10,408,071,378.76 37.94 7,701,060,175.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019,652,962.34 1,222,051,795.52 147.10 875,490,486.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11,194,056.21 1,230,846,951.55 144.64 876,982,951.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12,067,947,919.07 9,289,259,245.23 29.91 8,161,145,540.71 



资产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940,722,336.26 1,711,455,111.16 130.26 997,192,500.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864 0.754 147.21 0.54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864 0.754 147.21 0.5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8.33 14.02 

增加14.31个

百分点 
11.27 

1.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3,438,428,590.32 3,558,640,590.89 3,851,640,403.65 3,508,107,870.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734,085,801.04 945,970,258.01 854,514,886.50 485,082,016.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734,655,443.30 946,405,553.00 854,912,071.60 475,220,988.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826,006,275.01 1,062,777,241.53 1,210,255,085.97 841,683,733.7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 股本及股东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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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9,40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8,33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山东华鲁恒升集团有限公司   523,644,487 32.19 
  

无  
国有

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7,649,179 4.16   未知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8,191,200 51,734,294 3.18   未知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9,450,110 42,991,993 2.64   未知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七组合 486,780 32,500,000 2.00   未知  未知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团体分红－018L－FH001 沪 
-9,348,333 24,889,606 1.53 

  
未知  未知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分红－ 24,200,028 24,200,028 1.49   未知  未知 



个险分红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 
14,967,018 19,705,940 1.21 

  
未知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

添富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6,886,608 18,886,696 1.16 

  

未知  未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005L－FH002 沪 
1,173,701 16,678,490 1.03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山东华鲁恒升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余股东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本公司无

法确定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2.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2.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保持了较高的盈利水平。全年完成营业收入 143.57亿元，实现净利润 30.20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7.94%和 147.10%。 

2、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018年6月15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8]15号），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通知要求编制财

务报表。公司根据财政部的上述修订要求，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对财务报

表相关科目进行列报调整，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了调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5、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3月 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