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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22        证券简称：山东海化        公告编号：2019-007 

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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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无。 

公司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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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底总股本 895,091,926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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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海化 股票代码 00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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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玉华 江修红 

办公地址 山东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 山东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 

传    真 (0536) 5329879 (0536) 5329879 

电    话 (0536) 5329842 (0536) 5329931 

电子信箱 shandongyyh@163.com hhgf@wfhaihua.sina.net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致力于纯碱、溴素、氯化钙、原盐等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其中纯碱

为公司主导产品，广泛应用于化工、玻璃、冶金、造纸、印染、合成洗涤剂、石油化工、食

品、医药卫生等行业，是重要的基础化工原料。目前，公司纯碱产销量位于行业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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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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会计政策变更 

单位：人民币 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16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5,262,654,919.00 4,817,014,523.02 4,816,967,909.26 9.25% 3,360,746,121.51 3,360,746,121.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6,547,071.90 685,188,745.71 685,188,745.71 -14.40% -123,086,766.68 -123,086,766.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15,025,075.00 711,633,517.18 711,633,517.18 -27.63% 136,852,934.81 136,852,934.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7,660,827.35 -44,609,969.64 -44,609,969.64 834.50% 287,706,028.17 287,706,028.1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6 0.77 0.77 -14.29% -0.14 -0.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6 0.77 0.77 -14.29% -0.14 -0.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95% 27.54% 27.54% -8.59% -5.58% -5.58%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4,580,736,486.93 4,308,536,891.27 4,308,536,891.27 6.32% 3,755,508,239.75 3,755,508,239.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374,293,360.67 2,832,285,746.20 2,832,285,746.20 19.14% 2,145,205,403.42 2,145,205,403.42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详见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第十一节  五、33.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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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5,083,365.16 1,347,587,458.59 1,282,705,750.17 1,417,278,345.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1,975,829.75 214,932,818.34 116,288,218.54 113,350,205.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8,285,422.79 214,125,646.41 106,041,198.63 96,572,807.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871,778.97 -84,360,165.97 161,187,036.53 188,962,17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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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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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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股东总数 
73,83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9,927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

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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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海化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0.34% 361,048,878 0  0 

UBS   AG 境外法人 2.18% 19,471,563 0  0 

贾云鹏 境内自然人 1.02% 9,170,001 0  0 

胡亦对 境内自然人 0.49% 4,418,914 0  0 

李 峻 境内自然人 0.29% 2,574,200 0  0 

王秀青 境内自然人 0.28% 2,473,700 0  0 

曹小星 境内自然人 0.25% 2,200,000 0  0 

孙 莹 境内自然人 0.22% 1,944,000 0  0 

卢芳姿 境内自然人 0.20% 1,811,840 0  0 

杨杰庆 境内自然人 0.19% 1,700,000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山东海化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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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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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杨杰庆的普通证券账户持股数量为 0 股，其信用账户持股数量为 1,700,000 股，合计持有公

司股份 1,70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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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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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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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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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全面推行目标管理为抓手，以推进“三力”建设为动力，强化内部管

理夯基础，确保稳产高产塑龙头，拓展销售局面增效益，突出科技创新促升级，狠抓内控建

设求规范，突出党建引领聚合力，不断提升企业发展质量。公司先后被评为省级重合同守信

用企业、潍坊市节能突出贡献企业。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26,265.49 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了 9.2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8,654.71 万元，较上年同期降低了

14.40%。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抓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把全面推行目标管理作为强化内部管理、提升企业管理层次的重要抓手，坚持策划

先行，活动推动，调度考核，目标导向，促进了管理升级。报告期内，主导产品纯碱产量创

建厂30年来历史最高，质量等级也显著提升,一次检验优级品率达到99.95%。 

二是始终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着力在“安稳长满优”上做足功课，通过加强生产管

理和设备检修，优化工艺操作，搞好协同协作，实现了生产装置持续平稳运行。 

三是突出销售龙头带动作用，不断加强经销商管控，引导客户深化战略合作，规避市场

风险，畅通销售渠道。同时，通过利用无车承运人物流网络信息平台，寻求专业化运输服务，

降低销售费用。报告期内，公司主导产品产销率均达100%，应收账款也较期初有较大幅度下

降。 

四是注重原材料市场调研，持续优化采办策略，积极推进战略合作，严把源头质量关和

进厂验收关，提高大宗原材料的供应保障能力，为稳产提供了保障。 

五是持续夯实内部管理，深入开展内涵挖潜，通过加强日常管控，细化考核措施，纯碱

等主导产品的单耗指标控制较好，管理效益提升明显。 

六是全面加强安全管理，全力抓好环保减排，在落实安全培训、安全检查、隐患排查治

理、危化品治理、应急管理、环保减排等方面强化管理，杜绝了生产安全事故和交通安全事

故的发生。纯碱厂、溴素厂承办了省纯碱、溴素行业“双重预防体系”建设观摩交流会，编

制的两个行业实施指南通过评审，成为省纯碱、溴素行业标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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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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纯碱 4,712,882,767.06 3,869,521,667.38 17.89% 12.59% 23.24% -7.10% 

溴产品 166,501,205.53 65,377,863.64 60.73% 20.84% 48.06% -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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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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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第十一节 五、主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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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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