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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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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华谊集团 600623 双钱股份、轮胎橡胶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华谊B股 900909 双钱B股、轮胎B股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方广清 袁定华 

电话 021-23530152 021-23530152 

办公地址 上海市常德路809号 上海市常德路809号 

电子信箱 fangguangqing@shhuayi.com yuandinghua@shhuayi.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

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45,729,503,733.68 46,076,922,410.00 46,076,922,410.00 -0.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8,191,989,717.08 18,065,696,394.26 18,065,696,394.26 0.70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36,884,173.19 -247,579,159.99 -75,241,889.84 不适用  

营业收入 20,868,768,824.44 23,110,642,298.51 23,065,873,569.25 -9.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05,694,884.73 1,003,341,711.77 1,056,336,698.07 -49.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84,688,046.78 988,729,852.61 988,729,852.61 -61.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78 5.89 6.20 减少3.11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4 0.47 0.50 -49.3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4 0.47 0.50 -49.31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74,75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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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上海华谊（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42.51 894,949,825   无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49 536,544,696   无   

平安基金－平安银行－深圳平安

大华汇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未知 1.65 34,786,342   未知   

上海国盛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未知 1.39 29,230,769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证上海国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未知 0.72 15,087,713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证上海改革发展主题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40 8,440,900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未知 0.32 6,688,759   未知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未知 0.21 4,398,334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0.20 4,161,483   未知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未知 0.17 3,523,385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为上海国盛集团投资有限公司控股股

东，构成一致行动人。除此以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或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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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 年以来，面对全球经济不稳定性扩大，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国内化工行业效益大幅下降

的复杂局面，公司全体干部员工围绕“坚持五大发展战略，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世界

一流企业”目标，扎实推进年初确定的各项重点工作，持续降本增效，持续创新变革，不断提升

公司核心竞争力。 

1、运营效率稳步提升。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08.69 亿元，利润总额 7.15 亿元。推进第二

轮“降本增效”三年行动计划，生产制造费用继续下降，精益生产不断取得收益，重点控制管理

费、财务费用增长，进一步加强采购降本。通过全面预算控制，拓展财务共享，细化指标分析，

强化应收账款管理，完善运营指标监控等，不断提升财务管理水平。 

2、HSE 管理能力提升。上半年公司实现生产“零事故”，装置运营整体平稳。制定《关于贯

彻落实〈上海市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实施细则〉的通知》（含实施方案）。接受并通过国

务院安委办、环保督察、安全、消防等各类检查。践行精益安全管理，生产型企业领导完成每月

“三个一”规定动作（一次带队安全综合大检查、一次安全工作例会、一次主讲安全事故案例分

析），加强一线安全人员配置和一线班组的安全培训，研究制定公司注册安全工程师管理办法。持

续提升“三废”全面治理质量，开展清洁生产审计，巩固深化三年 VOCs 治理成果。 

3、一体化基地建设。加快华谊钦州化工新材料一体化基地建设，工程按进度计划顺利推进。

着眼长远，持续开展投资机会研究，进一步提升公司主业核心竞争力。 

4、机制创新有所突破。完成公司人才盘点工作，形成了 M（管理）序列和 P（专业技术）序

列名单。开展新业务部和各级公司的风险抵押，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加强总部能力中心建设，采

取项目制方式，服务各二级公司，共同解决专业问题。启动公司品牌战略、数智华谊战略和知识

产权体系建设等研究。制皂公司国企改革“双百行动”试点有序推进。 

5、管理体系持续优化。规范采购管理，制定并下发公司采购岗位人员轮岗工作实施细则，开

展试点并计划在年内全面铺开。完善公司工资总额管理制度，与子公司效益和效率挂钩。推进开

放创新，加大对外合作和技术寻发力度。 

6、加强内控体系建设。成立公司重大风险防范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推进全面风险管理。继

续优化公司合同管理信息系统，进一步规范合同全过程管控。继续聚焦关键领域和业务流程开展

包括合同信息化平台、贸易业务、工程检维修、供应链管理、应收账款、法人治理结构、基础管

理、境外投资等方面专项审计，对存在问题抓紧落实整改。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详见 2019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十节财务报告 二、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四十二）重要会

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