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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42                        证券简称：龙星化工                  公告编号：2019-025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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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无异议。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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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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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星化工 股票代码 002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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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飞舟 李淑敏 

办公地址 河北省沙河市东环路龙星街 1 号 河北省沙河市东环路龙星街 1 号 

电话 0319-8869535 0319-8869260 

电子信箱 feizhl@sina.com lxlishumin@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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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410,666,068.76 1,464,005,608.58 -3.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762,558.59 63,231,891.01 -86.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360,751.46 59,596,253.15 -89.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7,497,826.05 143,762,645.52 37.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83 0.1317 -86.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83 0.1317 -86.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0% 5.43%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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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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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6,297,764.40 2,913,300,463.04 -5.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26,768,783.03 1,266,127,614.85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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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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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江山 境内自然人 20.40% 97,897,902 0 无质押冻结  

渤海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冀兴三号单

一资金信托 

其他 15.13% 72,629,372 0 无质押冻结  

俞菊美 境内自然人 6.85% 32,885,550 0 无质押冻结  

王敏 境内自然人 6.80% 32,632,534 0 无质押冻结  

深圳前海万里

耀强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万

里耀强－瑞吉 1

号私募投资基

金 

其他 3.94% 18,898,550 0 无质押冻结  

方晓晴 境外自然人 3.05% 14,633,640 0 无质押冻结  

刘天骄 境内自然人 1.91% 9,175,200 0 无质押冻结  

刘河山 境内自然人 1.87% 8,965,713 0 无质押冻结  

黄晓丰 境内自然人 1.41% 6,744,351 0 无质押冻结  

戚华龙 境内自然人 1.25% 5,997,800 0 无质押冻结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刘河山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江山先生的胞弟，经两人出具的《关于不构

成一致行动人的说明》确认，两人不构成一致行动人。截止报告期期末，刘江山、刘河山

分别持有本公司股份为 20.40%、1.87%，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相互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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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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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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国际轮胎市场受贸易战持续升级的影响，美国、欧盟、巴西等传统市场出口受阻严重，轮

胎出口主要增量来自新兴市场（非洲、中东、东南亚）；国内轮胎市场由于汽车产销量同比呈现为较大的

负增长（汽车销量同比下降12.4%），需求也出现较大的缩减。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仍以炭黑生产销售为主，公司炭黑销量的90%流向轮胎公

司，报告期内累计生产炭黑21.38万吨，销售炭黑22.01万吨，实现营业收入141,066.61万元，较上年同期降

低3.64%，其中炭黑售价比上年同期下降10.54%。 

报告期内实现净利润为876.26万元，比上年同期降低86.14%。利润大幅下降主要源自销售价格降低的

影响，同期炭黑销售价格下降了10.54%，炭黑成本下降仅为2.44%，炭黑售价的降低主要受轮胎市场的疲

弱及炭黑新增产能的释放加剧了竞争。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分地区销售收入结构和上年同期相比略有变化，国内销售收入与国外销售收

入占全部收入比例分别为86.76%和13.24%，由于国外炭黑市场疲软，公司出口炭黑比例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炭黑产品实现销售收入为132,150.8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33%；白炭黑实现销售

收入5,322.6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90%；电及蒸汽实现销售收入3,419.7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97%；

其他化工产品实现销售收入11.53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98.96%。 

报告期内，公司注重科技研发投入，共投入各项研发支出5,614.19万元，在研制新产品、不断优化产

品性能，提升装置使用效率、降低生产消耗，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报告期内，公司在“重环保，保销售，充分发挥产能效率”的方针指导下，在环保、生产、销售、科研

等方面开展工作，快速应对市场和政策变化，稳定业绩增长。 

（一）积极了解上下游市场变化情况，提高应对效率和效果。 

报告期内，国家环保政策继续趋严，煤焦油资源紧张，炭黑行业上下游的市场情况变动较大。为应对

市场变化，公司通过积极沟通、协商与主要供应商建立合作关系稳定供货，努力降低采购成本。 

报告期内，销售市场形势错综复杂，竞争激烈。营销人员以“争取企业效益最大化”为一切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全面分析市场，不断调整产品结构和客户结构，精打细算，深挖潜力，确保公司盈利再上台

阶。 

（二）统筹安排，提高产能利用率。 

报告期内，公司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不断优化生产，加强新品种拓展。根据各条生产线实际情况，合

理安排检修计划，减少开停车时间，公司的产能利用率超过100%，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合理地使用，确保

实现经营目标。 

（三）加强科研工作，推进技术创新。 

报告期内，通过技术走访、学习交流，了解不同客户的需求，研发人员通过技术攻关，在指标上寻求

突破，满足客户要求。在节能降耗方面，公司对生产装置及仪器进行了优化升级，实现节能降耗，降低生

产成本。 

（四）重视环保工作，持续加大环保设施建设投入 

报告期内，公司注重环境保护，加强环保数据的实时监测，脱硫、脱硝、低氮燃烧、废气收集、尾气

喷氨、湿电除尘等项目设施运行良好。公司继续加大环保设施的建设及技术改造的资金投入，新增脱硝，

烟气消白、水处理等大型工程项目。公司的环保治理工作符合国家各种政策要求，提升了公司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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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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金融工具的会计政策，根据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

和计量〉的通知》（财会[2017]7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的通知》（财会[2017]8号）、《关

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的通知》（财会[2017]9号）及2017年5月2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

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的通知》（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

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2）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会计政策，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财会〔2019〕6号），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通知编制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

期间的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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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魏亮 

 

 

2019 年 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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