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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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沧州大化 600230 *ST沧大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晓婧   

电话 0317-3556143   

办公地址 沧州市运河区永济东路19号   

电子信箱 czdhzqb@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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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1,467,655.60 4,614,027,210.46 -5.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523,509,511.87 3,587,972,710.31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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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400,916.26 589,918,030.76   



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1,099,004,434.97 2,493,179,010.64 -55.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1,505,361.79 768,061,747.71 -95.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5,403,616.30 767,906,955.06 -96.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88 24.73 减少23.8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765 1.8648 -95.9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765 1.8648 -9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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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1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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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沧州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

人 

46.25 190,467,424 190,467,424 无   

向量多维（北京）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向量宏观量化 3

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2.97 12,248,923 12,248,923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0.75 3,097,084 3,097,084 未知   

刘丽丽                                                                                                                             未知 0.72 2,959,266 2,959,266 未知   

沈朔                                                                                                                               未知 0.38 1,555,260 1,555,26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

人 

0.36 1,478,260 1,478,260 未知   

河南恒通化工集团有限公

司                                                                                                           

未知 0.33 1,373,300 1,373,300 未知   

向量多维（北京）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向量 ETF 量化 4

期                                                                                   

未知 0.29 1,194,395 1,194,395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景顺长城量化精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28 1,168,061 1,168,061 未知   

周建林                                                                                                                             未知 0.26 1,070,956 1,070,956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沧州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上述其

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不是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上述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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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上半年 TDI 价格横盘多波动少，处于低位运行状态，仅在 3-5 月份完成一波大的涨跌，

1、2、6 三个月几乎都在横盘状态中度过。1 月份 TDI 价格跌多涨少，价格在 13600 元/吨（含税）

上下波动。2 月份由于下游一方面节前多有备货，另一方面节后消耗环节启动缓慢，导致需求连

贯性较差，TDI 价格松动下探至 12800 元/吨（含税）。3 月份 TDI 价格波动空间不大，市场继续经

历僵持行情，TDI 价格在 13000 元/吨（含税）上下浮动。4 月份在市场经历较长时间的底部横盘

后，TDI 价格几乎全月上行，仅在中旬短暂回落后继续上冲，月均价 15200 元/吨（含税）。5 月份

TDI 价格全月下跌，几乎与 4 月份呈对称状，月底收于 12500 元/吨（含税）。6 月份 TDI 价格横盘

为主，上旬 TDI 止跌进入横盘状态，市场价触及 12300 元/吨（含税）后未再继续下行。 

面对变化的市场情况，我公司积极稳定生产，保障市场供给，同时以客户为中心，灵活调整

销售政策，适应市场需求，不断努力提高利润水平，确保企业发展。 

2019 年烧碱市场价格整体呈下滑走势。1-2 月份液碱市场平稳运行，市场价格区间为 800- 

1000 元/吨（含税）之间。自 3 月下旬以来，烧碱市场整体表现平淡，需求端利好消息匮乏，市

场价格区间为每吨 700-900 元/吨（含税）之间。 

由于我公司烧碱为液体状态，运输范围有限，所以我公司烧碱的主要客户多为河北和山东周

边的直接用户，因此具有中间费用少，用量稳定等特点。 

截至 6 月底，公司共生产 TDI 产品 84,102.86 吨，销售 TDI 产品 77,535.87 吨，实现主营业

务收入 89,572.46万元。生产 32%浓度烧碱产品 264,891.37吨，销售 32%浓度烧碱产品 244,302.93

吨，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6,453.04 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9,900.44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249,317.9 万元，同比降幅

55.9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50.54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76,806.17 万元，同

比降幅 95.9%，基本每股收益 0.076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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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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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