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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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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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大胜华 60302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吕俊奇 张丽蕾 

电话 0532-55710862 0532-55710862 

办公地址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西路

161号办公楼1202室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西路

161号办公楼1202室 

电子信箱 sdsh@sinodmc.com sdsh@sinodm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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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2,980,613,028.95 2,774,020,020.49 7.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723,769,334.31 1,616,053,420.65 6.67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76,576,907.40 251,712,239.23 9.88 

营业收入 2,341,306,091.16 2,737,672,069.14 -14.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24,597,022.80 131,767,373.04 70.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2,433,254.67 135,023,550.91 64.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29 8.07 增加5.2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1 0.65 70.7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11 0.65 7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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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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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中石大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28.21 57,184,446 0 无   

北京哲厚新能源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8.42 17,068,578 0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银施罗德先进制造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86 3,763,181 0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未知 1.27 2,575,403 0 未知   

杨惠                                                                                                                               境内自

然人 

1.15 2,329,223 0 未知   

深圳昕睿化工有限公司                                                                                                               未知 1.01 2,055,800 0 未知   

朱娜                                                                                                                               境外自

然人 

0.84 1,711,500 0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

顺长城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未知 0.78 1,588,084 0 未知   

上海惟厚泽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未知 0.67 1,361,700 0 未知   

郭天明                                                                                                                             境内自

然人 

0.58 1,172,25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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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面对国内整体经济下行，大众化工品行业价格大幅下跌，国内安全环保事故频发，

监督检查力度加大等不利因素。紧紧围绕“促发展、抓效益、提效率、保质量、防风险、惠员工”

的经营方针，积极推动公司发展战略落地实施，全力以赴开展新基地、新项目建设，对内持续推

进体制机制改革，对外加大市场拓展力度，与去年同期相比取得了较好经济效益。 

1、经营策略：受国内经济环境下行、大宗产品价格下跌影响，基础化工板块盈利能力下降。

公司打通进口原材料渠道，采取多元化原料采购和负库存管理，提前锁定盈利空间，降低成本，

扩大盈利空间。新能源新材料板块受经济下滑影响较少，市场增长较旺盛。公司抓住新能源材料

市场较好的机遇，深挖产能，扩大碳酸酯产品的盈利能力，同时制定灵活的销售策略，保障核心

客户的供应，起到稳定市场作用。积极推进重点投资项目的落实，同时寻找孵化新的业务领域项

目。 

2、人才策略：全面完善人力资源管理，制定了干部梯队建设方案、干部考评方案。建立全员

绩效管理体系，激发员工动力，提升组织绩效。建立了干部领导力提升方案，致力于打造专业化

的管理人才队伍。 

3、内部控制：建立了内控风险管理机制，形成公司内部自我内控评价能力。启动 ERP 项目实

施工作，加快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积极推进全面预算管理，建立法务风险控制指引，规避业务

运作法务风险。继续落实内部巡查自查制度，提升运营效率，降低风险。 

4、安全环保：紧紧围绕集团公司安全生产方针和目标，在确保装置安全生产的同时，全力推

进双重预防体系建设，深入开展安全管理咨询项目。建立了完整的应急处置流程，建立了现场处

置演练抽演制度，系统的提升并完善集团公司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水平。建立安全管理内训师选拔

和培训制度。完成事故与应急、高危作业管理、培训教育、设备安全管理等要素的评审工作。开

展低标准隐患消除计划，按照五落实原则，将隐患全部整改完成。做好环境风险评估，实现环保

管理工作全面提升，确保废水达标排放。 

5、党建、廉政与文化建设：加强党组织建设，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发

挥党员的先锋作用。进一步完善廉政建设相关规章制度，开展廉洁自律警示教育，公司廉政建设

工作扎实推进。通过不断关注员工的需求，解决员工切身利益问题，激发员工的认同感，提升公

司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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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按照 2019 年 4 月 30 日 《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财会〔2019〕6 详见说明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

〔2019〕6 号)编制 2019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并对对比

期进行追溯调整。 

号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的说明： 

原报表格式 新报表格式 

报表项目 上年年末金额 报表项目 本年年初金额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175,507,338.86 交易性金融资产 175,507,338.86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509,246,326.25 
应收票据 172,069,360.79 

应收账款 337,176,965.46 

其他流动资产 251,841,252.86 
其他流动资产 229,841,252.86 

债权投资 22,000,000.0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451,701,025.96 
应付票据 167,041,854.00 

应付账款 284,659,17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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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