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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孙泽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忠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张勃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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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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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9,189,649,403.29 9,143,707,010.79 0.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4,332,507,224.37 4,513,833,769.54 -4.02%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377,078,932.78 -3.99% 7,259,417,234.02 1.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89,286,393.84 -652.94% -128,393,561.32 -226.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18,484,229.52 -950.16% -173,980,599.29 -848.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637,182,160.90 1,003.5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1 -650.00% -0.157 -226.6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 0.00% 0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8% -5.04% -2.90% -5.1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67,765.77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4,058,449.8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2,255,197.18  

减：所得税影响额 796,172.6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797.89  

合计 45,587,037.9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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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3,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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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化工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68% 218,663,539 33,800,000   

中国蓝星（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35% 158,585,867    

中国化工集团公

司 
国有法人 1.20% 9,865,417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创

金合信沪港深研

究精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27% 2,209,739    

俞建杨 境内自然人 0.25% 2,012,500    

曾天生 境内自然人 0.22% 1,817,700    

领航投资澳洲有

限公司－领航新

兴市场股指基金

（交易所） 

境外法人 0.21% 1,716,100    

郭亦馨 境内自然人 0.20% 1,6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18% 1,464,500    

朱威如 境内自然人 0.17% 1,405,9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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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8,585,867 

人民币普通股 158,585,867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化工集团公司 9,865,417 人民币普通股 9,865,41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创

金合信沪港深研究精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09,739 人民币普通股 2,209,739 

俞建杨 2,012,500 人民币普通股 2,012,500 

曾天生 1,817,700 人民币普通股 1,817,700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领航新

兴市场股指基金（交易所） 
1,716,100 人民币普通股 1,716,100 

郭亦馨 1,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464,500 人民币普通股 1,464,500 

朱威如 1,405,900 人民币普通股 1,405,900 

李建生 1,3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9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沈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母公司，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

东，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他上述股东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公司股东郭亦馨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600,000 股，

朱威如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405,900 股，李建生通过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390,000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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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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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19-036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的公告）；  

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19-037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孙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19-042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法院受理子公司破产清算申请的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 2019 年 09 月 04 日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孙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 2019 年 09 月 07 日 http://www.cninfo.com.cn 

法院受理公司子公司破产清算申请 2019 年 10 月 09 日 http://www.cninfo.com.cn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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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9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亏损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区间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万元） -43,000 -- -21,600 11,791 下降 -464.68% -- -283.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25 -- -0.264 0.144 下降 -464.68% -- -283.19% 

业绩预告的说明 

1、国际轻质低硫原油资源价格上涨仍在继续，子公司沈阳蜡化原油贴水仍继续维持高位，更

为严峻的是受美国制裁中国船运公司影响，预计第四季度运费和贴水将再次上涨；中美经贸

摩擦仍然不明朗，预计第四季度美元汇率仍在高位徘徊。以上两点是子公司沈阳蜡化原油价

格上涨的主要原因。 

2、第四季度，子公司沈阳蜡化的产品市场进入传统淡季，预计销售价格对比第三季度将有不

小的降幅，进一步加大了子公司沈阳蜡化的亏损。 

3、受切换茂金属和丙烯酸换剂影响，10 月份聚乙烯和丙烯酸酯产销量将大幅减少，进而影

响子公司沈阳蜡化整体产销量，加大亏损。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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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 年 07 月 0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生产经营状况 

2019 年 07 月 18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生产经营状况 

2019 年 08 月 08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生产经营状况 

2019 年 08 月 14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生产经营状况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第一节 重要提示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2、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9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五、证券投资情况
	六、委托理财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