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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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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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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17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169,529,643.46 元，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按实现净利润提取 10%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16,952,964.35 元，当年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

利润 152,576,679.11元，加上期初母公司未分配利润 679,241,339.87 元，扣除本年发放上年现

金红利 121,608,000.00 元，本年度累计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 710,210,018.98 元，本年累计可供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740,383,962.03 元。2017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17

年 12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202,68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现金股利 6.00元，共计

派发股利现金 121,608,000.00元。留存的未分配利润将主要用于公司生产经营和补充发展所需流

动资金，支持公司业务发展。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上述利润分配预案尚需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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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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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532-55710862 0532-55710862 

电子信箱 sdsh@sinodmc.com sdsh@sinodmc.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主要业务：以碳酸二甲酯系列产品为核心产品，以甲基叔丁基醚、混合芳烃、液化气为主要

产品，燃料油、环氧丙烷等产品为辅。 



经营模式：生产、销售型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公司原材料采购结合行业特点和生产加工情况采取大宗原料采购、日常询比价

采购、招投标采购三种模式，通过严格的比质比价，采购性价比高的物料，满足生产需要。 

2、生产模式：以销定产，根据市场和生产状况编制、调整年度和月度生产计划，将计划下达

至生产车间，对生产计划进行监督、考核。 

3、销售模式:为直销，客户以终端商为主，贸易商为辅。销售定价以市场为导向，结合产品

成本、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状况等因素确定产品销售价格。 

行业情况说明： 

1．碳酸二甲酯 

2017年国内碳酸二甲酯市场受国家环保政策、主要原材料价格等因素影响，价格波动明显。

据公司统计，2017 年度，我国碳酸二甲酯产量约 34.65 万吨，行业开工率约为 46.64%，比 2016

年略低。据统计，2017 年初碳酸二甲酯价格小幅下行，7 月份后受环保政策影响，原料环氧丙烷

价格上涨，二甲酯生产厂家停产或限产，供应减少，刚需旺盛等因素影响，导致下半年二甲酯价

格大幅上涨，全年整体价格明显高于去年。 

碳酸二甲酯目前主要应用于锂离子电池电解液、涂料、胶黏剂、聚碳酸酯、医药和农药等行

业，传统行业内市场增长有限，但锂离子电池电解液、聚碳酸酯等新领域发展迅速。 

2.丙二醇 

丙二醇作为碳酸二甲酯的联产产品，国内产能基本稳定。据公司统计，2017年度，国内丙二

醇实际产量约 27.72 万吨，行业开工率约为 42.67%，比 16 年略低。受开工率不高、国外需求量

增加、原料成本上涨等因素影响，丙二醇全年价格整体明显高于去年。 

丙二醇主要消费在不饱和树脂和聚醚领域，同时在防冻液、烟草保湿、化妆品、涂料、医药

方面有有一定的消费，但占比较小，不饱和树脂行业是丙二醇最大应用领域，但随着乙二醇和二

甘醇等替代品用量的崛起，丙二醇未来市场竞争不断加剧。 

3.甲基叔丁基醚 

2017年全球经济增速全面复苏迹象明显，原油市场供需关系再平衡。欧美发达经济体正在缓

慢复苏，美国经济和外交政策思路日益清晰，美国大规模减税政策通过，以及美联储两年内加息

3 次并开始渐进式缩表，未来美元升值预期增强；欧元区经济复苏明显；中东爆发地缘政治风险

呈现常态化趋势，侧面支撑原油逐步走强；以中国、印度为代表新兴国家经济企稳回升。在全球

大环境的积极转暖带动下，石油需求增速提高，尽管美国和减产豁免国利比亚、尼日利亚原油产



量大幅提升，但欧佩克和以俄罗斯为首的非欧佩克产油国减产执行情况较好，世界石油市场供需

基本面总体好转，国际油价同比上涨，市场朝着再平衡方向发展。 

2017 年中国经济整体表现稳中向好，其主要助推力量来自于供给侧改革、创新创业、“一带

一路”战略等一系列支撑，稳中向好趋势明显。除内部因素外，世界经济出现较为明显的复苏趋

势，对中国经济的增长起到了一定助推作用。 

报告期内，甲基叔丁基醚行业产能增长率约为 9%，较往年降低明显。行业“去产能，调结构”

工作仍在继续推进，目前气分醚化、碳四异构化工艺、异丁烷脱氢和环氧丙烷-甲基叔丁基醚联产

为主要商品供应装置，受行业供应过剩影响，价格竞争激烈，开工率维持低位。甲基叔丁基醚是

一种高辛烷值的汽油添加剂，主要用途为汽油调和，行业需求占比约 95%，其他用途如丁基橡胶、

甲基丙烯酸甲酯、聚异丁烯、医药中间体等精细化工产品占比较小。受国内经济环境影响，报告

期内汽油表观消费量明显放缓，供需矛盾仍然较为突出。价格受 2017年国际原油走势和国内经济

环境影响，呈现浅幅“V”型，由于原料成本上升，整体销售价格较去年有了明显提高。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2,639,627,118.26 2,201,010,937.36 19.93 2,145,889,236.36 

营业收入 4,771,305,974.12 3,790,924,053.53 25.86 3,454,488,117.2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86,432,651.94 170,499,637.14 9.34 44,118,423.9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84,619,364.43 170,066,460.05 8.56 43,219,201.9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571,279,012.11 1,514,501,390.89 3.75 1,352,774,942.24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1,106,965.05 147,990,799.03 -45.19 462,491,489.62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92 0.84 9.52 0.2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92 0.84 9.52 0.24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2.04 11.86 增加0.18个百

分点 

3.71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1,121,534,849.27 1,354,364,183.04 887,291,494.01 1,408,115,447.8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44,687,899.13 41,865,658.25 46,289,217.27 53,589,877.2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44,568,911.73 40,860,257.14 46,424,219.65 52,765,975.91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382,472.03 116,738,881.57 -64,164,608.37 36,915,163.88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6,67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5,41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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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青岛中石大控股有限

公司 

0 57,184,446 28.21 57,184,446 无   
国有法人 

上海复星谱润股权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    

-18,300 14,888,701 7.35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上海谱润股权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0 8,048,899 3.97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

事会转持二户 

0 5,068,000 2.50 5,068,000 未知  
未知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

托有限公司－外贸信

托·华资 1号单一资

金信托 

2,264,778 2,264,778 1.12 0 未知  

未知 

陈家春 215,530 1,372,800 0.68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张源 1,319,800 1,319,800 0.65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郭天明 -200,000 1,172,250 0.58 0 无  境内自然人 

张忠祥 -179,950 1,057,300 0.52 0 无  境内自然人 



林穗贤 1,027,825 1,027,825 0.51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海复星谱润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和上海谱润股权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是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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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也是公司建设发展的关键之年。过去一年，全球

经济延续复苏态势，经济持续扩张。国内经济面临着传统行业产能过剩、新旧动能转换矛盾突出、

安全环保水平仍有待提升等多重问题。面对市场新形势、新变化，公司董事会把握市场变化，积

极作为，实现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1）生产与市场 

公司管理层在董事会领导下，认真组织各事业部和职能部门科学安排生产任务，准确把握频

繁变化的市场节奏，严控装置运行指标，认真开展装置节能降耗，确保了主要装置稳定、长周期

运行和效益最大化。销售部门始终紧抓市场不放松，努力开拓新客户，减少中间商环节，提高直

接客户占比，取得明显效果。全年累计完成原料采购 116.71万吨，同比增长 1.73%；销售各类产

品 89.16 万吨，同比增长 10.14%；实现销售收入 46.84 亿元，同比增长 23.56%；出口各类产品

6.71万吨，同比增长 1.65%。 

（2）技术改造 

2017年，累计投资约 2500万元，完成了 20项技改。例如，碳酸二甲酯装置热量优化技改，

使得能耗大幅降低；碳酸二甲酯装置产品质量升级，使得精品产品产能进一步满足市场需求等。 

（3）综合管理 

内控管理方面，委托安永咨询公司开展了内控管理咨询项目，积极引进先进管理理念，重塑

集团公司内控管理体系；财务管理方面，积极争取安防用地，闲置土地；开展固定资产梳理，优

化管理流程，确保固定资产安全完整；加强应收账款管理，督促应收账款回收，防范坏账风险。

人力资源管理方面，设计了专业技术管理晋升通道规划方案；集体签订了《人才观念承诺书》，形

成了统一的人才观念等。安全环保方面，集团公司聘请秦皇岛龙脉科技有限公司、青岛安工院对

公司安全管理现状、设备设施、现场作业及电气系统等进行了现场诊断，对诊断出的安全隐患进

行逐一整改，保障了公司安全运行；环保方面，制定了《2017 年环保治理总体目标及方案》，定

期召开环保项目调度会，解决公司环保问题，实现了公司废水、废气达标排放。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一）会计政策的变更 



（1）2017 年 5 月 10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

通知》（财会〔2017〕15 号），本准则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企业对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

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7年 1月 1日至本准则实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

准则进行调整。本公司自 2017年 6月 12日开始采用本准则，本公司执行规定的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将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

收益”科目核算 

增加合并利润表“其他收益”1,086,159.84 元，增加合并利润表

“营业利润”1,086,159.84 元，减少合并利润表“营业外收入”

1,086,159.84 元。 

（2）2017年 4月 28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42号——持有待售的非

流动资产、处置组及终止经营>的通知》（财会〔2017〕13 号），本准则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施

行。企业对实施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及终止经营，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本

公司自 2017年 5月 28 日开始采用本准则。本公司执行规定的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在将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中区分“持续经

营净利润”和“终止经营净利润”项目。 

“持续经营净利润”； 

增加 2016 年合并利润表持续经营净利润 187,685,545.32 元，增

加 2016 年母公司利润表持续经营净利润 182,347,481.94 元。 

（3）2017年 12月 25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7〕30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本公司执行规定的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在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新增“资产

处置收益”项目。 

（2）非流动资产毁损报废按利得、损失

总额分别列示，并追溯调整。 

调增上期合并利润表“资产处置收益”-1,243,665.27 元，减少

上期上期合并利润表“营业外收入”21,382.46 元，减少上期合

并利润表“营业外支出”1,265,047.73 元；调增本期合并利润表

“资产处置收益”-712,717.04 元，调减本期合并利润表“营业

外收入”246,876.44 元，调减本期合并利润表“营业外支出”

959,593.48 元。 

（二）会计估计的变更 

报告期内，本公司未发生会计估计变更。 

（三）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报告期内，本公司无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报告期末本公司的合并范围包括全资子公司东营石大维博化工有限公司、青岛石大胜华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东营中石大工贸有限公司（含全资孙公司东营胜华包装制品有限公司）、青岛石大

胜华投资有限公司、东营博川环保水务有限责任公司、济宁石大胜华新素材有限公司和青岛石大

海润石化科技有限公司,北京胜华创世科技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东营石大胜华新材料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55.40%）和东营石大胜华新能源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