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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93                     证券简称：荣盛石化                    公告编号：2019-077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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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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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市萧山区益农镇荣盛控股集团大楼 杭州市萧山区益农镇荣盛控股集团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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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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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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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91,818,929.80 36,691,613,883.46 37,510,141,247.90 5.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46,454,727.23  1,114,022,914.37 1,145,615,165.64  -8.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971,286,392.22  1,160,996,538.32 1,160,996,538.32 -16.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288,266,647.81 990,150,862.81 1,024,760,722.80 220.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63  0.1946 0.2001 -16.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63  0.1946 0.2001 -16.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0% 7.55% 7.71%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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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656,086,366.50  121,415,200,053.12 121,415,200,053.12 16.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357,744,561.85  20,931,533,318.94 20,931,533,318.94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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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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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52% 4,122,220,415 56,710,775   

李水荣 境内自然人 6.82% 428,850,000 321,637,500   

汇安基金－浙商银

行－汇安基金－湖

畔 1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4.25% 267,129,482 0   

长安基金－广发银

行－长安悦享定增

65 号投资组合 

其他 1.80% 113,516,068 113,516,068   

财通基金－建设银

行－财通基金－海

港 1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80% 113,421,550 113,42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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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雯 境内自然人 1.08% 67,784,837 0   

李国庆 境内自然人 1.02% 64,350,000 48,262,500   

许月娟 境内自然人 1.02% 64,350,000 0   

李永庆 境内自然人 1.02% 64,350,000 48,262,500   

浙江浙商产融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0% 56,710,775 56,710,775 质押 56,710,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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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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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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好

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总的来看，中国经济运行继续保持在合理

区间，延续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经济韧性不断增强，发展质量持续提高，但从大环境来看，

经济运行仍然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外部经济环境总体趋紧，国内经济存在下行压力。 

面对机遇与挑战，公司上下团结一致，众志成城，以党的十九大和各级政府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导，

以“‘纵横战略’再深化、投资发展再出发”为主题，坚持项目建设和安全生产两手抓；持续贯彻“大质

量”理念，促进管理水平和发展质量双提升。总的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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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季度盈利明显；化纤板块持续复苏，盈利能力有所提升。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 394.92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5.28%；总资产 1,416.56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6.67%，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产 213.58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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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8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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