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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19               证券简称：岳阳兴长                公告编号：2019-005 

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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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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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  哲 董事 因公 王妙云 

彭东升 董事 因公 刘庆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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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338,100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元(含税)，送红股 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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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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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岳阳兴长 股票代码 00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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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人杰 秦剑夫 

办公地址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大道岳阳兴长大厦十楼 

传    真 (0730)8829752 (0730)8829752 

电    话 (0730)8829916 (0730)8829751 

电子信箱 yyxczqbu@163.com yyxczqbu@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属于石油化工行业，主要产品有丙烯、聚丙烯、MTBE、液化气、异丁烯、

无纺布、邻甲酚等。公司坚持走“以化为主，发展特色化工”的产业发展思路，不

断加大对化工主业的基础投入，使公司主业基础得到有效夯实，主导产品产量、质

量有了较大提高，主业实力稳步增强；在销售上，公司本着“诚信为本、客户为重”

的理念，坚持“质量兴业，顾客满意”的质量方针，真诚为用户提供优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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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2,011,057,864.19 1,588,070,473.31 26.64% 1,362,614,39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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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52,073,630.86 -9,850,583.24 628.63% 30,337,588.2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52,099,839.84 -10,070,292.79 617.36% 30,757,247.40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4,772,458.17 18,701,827.92 406.76% 80,133,694.31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92 -0.036 633.33% 0.112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92 -0.036 633.33% 0.112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7.39% -1.45% 8.84% 4.40%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 

比上年末 

增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 862,261,179.15 819,958,817.82 5.16% 827,320,331.7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733,487,826.66 676,099,139.49 8.49% 700,238,1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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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214,326.86 510,639,955.54 507,761,767.84 533,441,813.9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9,556,007.18 15,539,683.18 16,603,681.51 10,374,173.9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9,607,777.50 15,400,882.80 16,636,036.89 10,455,142.65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1,908,004.51 40,917,782.38 22,585,414.97 19,361,25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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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9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31,313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0 

年度报

告披露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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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普通股股东总

数 

股股东总数 日前一

个月末

表决权

恢复的

优先股

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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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石化集团

资产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23.46% 63,663,007 63,663,007   

湖南长炼兴长

企业服务有限

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9.77% 26,522,437 26,522,437   

湖南长炼兴长

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5.26% 14,270,154 14,270,154 质押 11,500,000 

陈家兴 
境内自

然人 
0.77% 2,077,805 2,077,805   

德州新动能铁

塔发电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74% 2,000,054 2,000,054   

戴新华 
境内自

然人 
0.70% 1,888,153 1,888,153   

张寿清 
境内自

然人 
0.43% 1,170,127 1,170,127   

王本金 
境内自

然人 
0.34% 920,566 920,566   

蒋美娉 
境内自

然人 
0.29% 785,192 785,192   

徐海康 
境内自

然人 
0.27% 721,131 721,13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二大股东兴长企服、第三大股东兴长集团为一致行动人，除此

之外，未获知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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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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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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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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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8年，公司面对经济持续下行，产品市场需求低迷，油价断崖式下跌，主体

装置设备问题增多，安全环保压力加大等问题和困难，在董事会、监事会的领导下，

坚持“长短结合、远近结合、科技与管理结合，把岳阳兴长打造成有发展质量和发

展前景的上市公司”的奋斗目标不动摇，强化安全管理，深化内部改革，优化资源

配置，精心组织装置生产，积极探索拓展公司发展空间。经全体员工共同努力，取

得了较好的成绩，全年实现合并报表营业收入20.11亿元，同比增长25.56%；实现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5207万元，超额完成董事会下达的效益目标；缴纳各种税费1.12

亿元，同比增长51.38%。 

全年主要工作如下： 

(一)实现了安全环保“四无”。在安全环保上，公司坚持落实“谁主管、谁负

责”的原则，强化直接作业环节安全管理。坚持生产单位定期开展应急预案演练、

消防培训，提升员工应急处理事故水平。传导环保压力，提升对环保要求的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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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查装置污染物，建设危废库房并进行规范管理，对采样残液进行环保合规处置，

环保管理水平有所提升，效果有所显现。公司全年实现了安全环保“四无”目标。 

(二)完成了主营业务生产经营任务。打通丙烯自采进厂流程，生产聚丙烯2.54

万吨，超额完成年计划。充分利用资源提高生产负荷，生产MTBE产品8.97万吨，完

成年计划的108.03%，创历史新高；坚持以效益为导向，积极研判市场，降低采购

成本，优化产品销售价格。全年销售各类能化产品34.13万吨，实现含税销售收入

19.73亿元，同比增长26%。 

(三)分子公司创效积极性得到提升。油品分公司优化采购时点和渠道，平衡量

价关系，在油价波动大的情况下，销售油品2.4万吨。塑料制品分公司兼顾“两边”

任务，完成生产任务680万条，完成产量指标的104.29%，实现大幅减亏；长进公司

销售1214吨，完成销售目标的101.17%；新岭化工邻甲酚生产销售4148.55吨，完成

全年产销指标103.7%。 

(四)降本压费、挖潜增效有成果。主营业务的新鲜水消耗降低了12.5%，循环

水消耗降低了2.5%；通过优化工艺和操作，通过采用低浓度甲醇、新型脱硫剂，降

低生产成本571万元。工程审计严格把关，全年审减工程费用167.85万元，审减率

20.48%；通过利用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大额存单、定期存款，资金创效

1450万元。 

(五)管理与改革初见成效。一是调整部分机关部门的职能定位，优化管理资源，

提升管理效能，激发部门从严管理的积极性。二是完善绩效考核体系，从公司利润、

人均劳效、EVA、否决事项等四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健全专业管理指标体系，明

确责任主体，“真考核，硬兑现”，提升执行力。三是优化人力资源使用。撤销甲醇

厂建制和质检中心闪蒸岗位；塑料制品分公司试行人员内部劳务输出；油品分公司

实施人员分流，优化调整员工40人；顺利完成倒班模式变更。四是制度化、体系化、

流程化的管理理念正在形成。新增管理制度7个，提高了可执行性和约束力；塑料

分公司顺利通过安全、环保体系认证；大力度推进流程化建设，初步搭建三个层级

的流程体系框架。通过对公司各类业务的再识别、再梳理，归口管理、集中管理、

分层管理、规范管理、科学管理的原则正在向措施化推进。 

(六)公司发展项目有阶段性进展。一是力推烷基化项目落地。通过对市场变化

的反复分析和对近10家企业的现场调研，公司确定了利用现有资源转产烷基化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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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经过市场论证、规模论证、技术论证、资源论证，得到了多方支持。目前，

已基本完成了20万吨烷基化装置的可行性报告，对接了用地需求和技术转让，成立

了项目建设管理机构，即将履行内部决策程序。二是多方向调研异丁烯、环氧丙烷、

聚丙烯下游产品研发，逐步推进到了“聚焦”阶段，个别项目已经到了应用开发和

市场开发阶段。一些与公司中长期发展和产业转型的产业、项目也展开了相关调研，

为公司未来产业转型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方向。三是推进公司资本经营前期工作。对

精细化工、材料、气体、环保等多个新兴产业和相关企业进行调查、了解，加深了

对相关行业、产业的理解，为公司未来利用资本市场助力公司产业转型锻炼了队伍、

磨炼了团队。 

(七)加大管理团队和员工队伍的建设力度。一是抓队伍作风建设。开展形势教

育，激发员工与公司共渡危机的勇气和信心。加强检查督办，从解决具体问题入手，

提升工作效率。二是加强领导人员队伍建设。完善《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中

层管理人员管理办法》，规范领导人员管理行为。选送4名年轻中管参加EMBA课程班

学习，转变管理理念、增加管理知识，提高管理能力。调整23名中层管理人员，优

化其队伍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增强人岗匹配度。从这半年多的工作效果看，中管

队伍的工作理念、业绩都有比较明显的改变和提升。三是加强员工队伍建设。开展

“全员全岗”培训，不断提高员工的技能素质；从人员需求出发，有意识采用多元

化培训手段，为公司良性发展储备复合型人才；调动17名高学历员工充实到技术、

管理、研发岗位工作和锻炼，释放了他们的知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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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工产品 1,782,844,767.27 1,658,486,970.00 6.98% 26.92% 25.56% 1.01% 

油品 191,116,528.58 150,762,180.18 21.12% 24.34% 34.69% -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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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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5207.36万元，较上年同期

-985.06万元增长628.63%，主要原因是： 

1、去年同期主体装置实施大检修50多天，而本期没有检修，有效生产时间较

上期增加，产销量较上期大幅增加； 

2、主要产品毛利比去年同期增加； 

3、油品销量增加； 

4、公司2017年末对参股公司芜湖康卫长期股权投资净额、应收账款全额计提

减值准备，根据会计制度，公司本期对芜湖康卫亏损不再按权益法纳入投资收益核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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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自 2018 年1月1日起执行于201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第9 号——关于权益法下投资净损失的会计处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0号——

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折旧方法》、《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1号

——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2

号——关于关键管理人员服务的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联方》(统称“解释第 

9-12号”)。 

本公司自2018年9月起执行财政部2018年6月15日颁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8 



                                   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 

本公司按照解释第 9-12号有关权益法下投资净损失的会计处理，固定资产和

无形资产的折旧和摊销方法以及关键管理人员服务的关联方认定及披露的规定对

相关的会计政策进行了调整。 

采用解释第 9-12号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本公司根据财会[2018]15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及相关解读编制 2018 年度

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对比较财务报表的列报进行了调整，相关列报调整影

响如下： 

1、2017年12月31 日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调整前 调整数(增加+/减少-) 调整后 

应收票据 1,137,000.00  -1,137,000.00  0.00  

应收账款 13,883,476.26  -13,883,476.26  0.00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5,020,476.26  15,020,476.26  

应收利息 7,072,376.21  -7,072,376.21  0.00  

其他应收款 4,858,881.17  7,072,376.21  11,931,257.38  

资产总计 26,951,733.64  0.00  26,951,733.64  

应付账款 53,680,129.83  -53,680,129.83  0.0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53,680,129.83  53,680,129.83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53,680,129.83  0.00  53,680,129.83  

②2017年12月31日受影响的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调整前 调整数(增加+/减少-) 调整后 

应收票据 1,037,000.00  -1,037,000.00  0.00  

应收账款 17,274,537.79  -17,274,537.79  0.00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8,311,537.79  18,311,537.79  

应收利息 7,029,702.10  -7,029,702.10  0.00  

其他应收款 65,872,871.13  7,029,702.10  72,902,573.23  

资产总计 91,214,111.02  0.00  91,214,111.02  

应付账款 18,591,568.34  -18,591,568.34  0.0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8,591,568.34  18,591,568.34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18,591,568.34  0.00  18,591,568.34  

③2017年度受影响的合并利润表项目 

合并利润表项目 调整前 调整数(增加+/减少-) 调整后 

管理费用 76,573,194.09  -2,384,969.52  74,188,224.57  

研发费用   2,384,969.52  2,384,969.52  

合计 76,573,194.09  0.00  76,573,194.09  

④2017年度受影响的母公司利润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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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利润表项目 调整前 调整数(增加+/减少-) 调整后 

管理费用 65,638,650.00  -1,494,012.28  64,144,637.72  

研发费用   1,494,012.28  1,494,012.28  

合计 65,638,650.00  0.00  65,638,6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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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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