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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09                           证券简称：兴化股份                           公告编号：2019-031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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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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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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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化股份 股票代码 00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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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永生 贾三宝 

办公地址 陕西省兴平市东城区迎宾大道 陕西省兴平市东城区迎宾大道 

电话 029-38838007 029-38839938 

电子信箱 xys0716@163.com 407114886@q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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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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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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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638,467.95 1,050,286,173.25 -2.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00,445,024.73 125,166,131.39 -19.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99,894,682.76 116,332,773.10 -14.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66,000,344.57 89,857,177.18 -26.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54 0.1189 -19.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54 0.1189 -19.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8% 3.68%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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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3,121,398.04 4,315,967,996.94 -2.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684,806,045.26 3,580,550,105.82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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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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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48.24% 507,956,355 507,956,355   

陕西兴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1.13% 222,473,689 0   

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0% 7,388,434 0   

田志明 境内自然人 0.34% 3,592,151 0   

#孔国兴 境内自然人 0.21% 2,236,350 0   

张德娟 境内自然人 0.19% 1,973,094 0   

#季明善 境内自然人 0.16% 1,689,900 0   

金鹏 境内自然人 0.16% 1,682,363 0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 境内非国有 0.16% 1,68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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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 

刘鑫旺 境内自然人 0.15% 1,553,53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前 10 名股东中，陕西兴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陕西延长石油（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控股的全资子公司，属于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上述其余股东

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股东孔国兴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2,236,350 股，普通账户持 0 股，合计持有 2,236,350 股；股东季明善通过西

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1,689,900 股，

普通账户持 0 股，合计持有 1,689,9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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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国内安全环保监管加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我国经济形势呈现

出稳中有变的新态势。随着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深入推进，其阶段性成果显著，加之愈发严格的

环保政策，化工产品市场售价低位振荡。 

上半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宏观经济和持续增大的安全环保压力，公司稳住阵脚，保持定力，上下一心，

以稳产降耗为中心、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贯彻落实各项环保政策，始终把节能降耗和稳定运行贯穿整个安

全生产始终，积极调整产品结构，努力把握市场销售中的主动权。半年来，在公司董事会的正确高效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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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经过广大职工干部的共同努力，公司生产经营各项工作呈现出“总体平稳、难中有为、稳中有进”的发

展态势，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合成氨18.96万吨，完成年计划的63.19%；生产甲醇20.18万吨，完成年计划的

67.25%；生产DMF（二甲基甲酰胺）5.79万吨，完成年计划的60.91%；生产混胺5.95万吨，完成年计划的

59.53%。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售收入10.21亿元，同比减少2.82%；实现利润总额1.35亿元，同比减少14.30%；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1.00亿元，同比减少19.75%；基本每股收益0.0954元，同比减少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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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 

1、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二个项目； 

2、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二个项目； 

3、增加“交易性金融资产”、“应收款项融资”、“债权投资”、“其他债权投资”、“交易性金融负债”等项

目； 

4、减少“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

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长期应付职工薪酬”等项目。 

(二)利润表 

1、将“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2、增加“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号填列）”、“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项目等。 

（三）现金流量表 

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

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四)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的填列口径等。 

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列示产生影响，不影响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相

关财务指标。 

对可比期间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及金额的影响如下： 

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列报项目 2018年12月31日列报金额 2019年1月1日经重列后金额 备注 

应收票据  -    243,296,550.33  调整后对公司总资产、负债

总额、净资产、净利润及现

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应收账款  -    217,262,229.53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460,558,779.86    

应付票据     155,000,000.00  

应付账款     108,192,353.47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63,192,35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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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列报项目  同期数原列报项目及金额   同期数新列报项目及金额  备注 

营业总成本   892,631,634.09    885,611,523.46  
调整后“资产减值损失”项目不再

“营业总成本”汇总范围 

资产减值损失     7,020,110.63     -7,020,110.63  
将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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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樊洺僖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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