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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93                               证券简称：荣盛石化                          公告编号：2019-021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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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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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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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6,291,107,750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全卫英 胡阳阳 

联系地址 杭州市萧山区益农镇荣盛控股集团大楼 杭州市萧山区益农镇荣盛控股集团大楼 

电话 0571-82520189 0571-82520189 

传真 0571-82527208 转 8150 0571-82527208 转 8150 

电子信箱 qwy@rong-sheng.com yangyang@rong-sheng.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包括各类化工品和化学纤维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种类丰富，规格齐全，

主要包括对二甲苯、苯、精对苯二甲酸（PTA）、聚酯（PET）切片、聚酯（PET）瓶片、涤纶预取向丝

（POY）、涤纶全牵引丝（FDY）和涤纶加弹丝（DTY）等，是国内首家拥有“燃料油/石脑油—对二甲苯

—PTA—PET—纺丝—加弹”一体化产业链的上市公司。公司其他业务主要为自营贸易，包括油品、化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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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煤炭等产品，在满足产销平衡的前提下，充分挖掘内部潜力，积极为石化项目开拓渠道，积累资源。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浙石化在浙江省舟山市正积极推进“4000万吨/年炼化一体化项目”，总规模

为4,000万吨/年炼油、800万吨/年对二甲苯、280万吨/年乙烯。项目一期工程主要包括为2,000万吨/年炼油、

400万吨/年对二甲苯、140万吨/年乙烯及下游化工装置，目前正处于试生产准备阶段。项目一期工程将会

进一步延伸公司的产业链，丰富主营业务内容。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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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

上年增

减 

2016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91,424,664,355.09 70,531,353,416.30 72,039,374,527.50 26.91% 45,501,073,913.10 46,071,210,367.7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607,531,787.78 2,001,238,475.85 2,016,654,965.07 -20.29% 1,920,605,766.75 1,883,151,426.1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472,958,337.55 1,469,325,190.89 1,469,325,190.89 0.25% 1,591,183,384.55 1,591,183,384.55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4,834,686,101.27 4,032,757,761.78 4,109,200,608.01 17.66% 2,780,634,949.89 2,727,666,123.24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7 0.35 0.35 -22.86% 0.34 0.33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7 0.35 0.35 -22.86% 0.34 0.33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9.06% 14.09% 14.12% -5.06% 14.48% 14.22%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

比上年

末增减 

2016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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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 121,415,200,053.12 62,053,659,232.67 63,021,478,782.92 92.66% 43,867,455,731.09 44,692,666,224.4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20,931,533,318.94 14,258,654,666.66 14,355,616,815.31 45.81% 14,200,787,603.70 14,275,333,263.1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8,104,326,768.68 19,405,814,479.22 25,529,055,929.69 28,385,467,177.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35,050,946.82 519,210,280.97 700,667,669.48 -247,397,109.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729,615,691.67 459,547,666.04 675,242,282.08 -391,447,302.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4,607,023.47 876,949,253.76 1,711,476,195.55 2,141,653,628.49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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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7,80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0,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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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5.39% 4,113,915,365 236,710,775   

李水荣 境内自然人 6.82% 428,850,000 321,637,500   

汇安基金－浙商银行－汇安基金－湖畔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3.65% 229,458,698    

长安基金－广发银行－长安悦享定增 65

号投资组合 
其他 1.80% 113,516,068 113,516,068   

财通基金－建设银行－财通基金－海港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80% 113,421,550 113,421,550   

李国庆 境内自然人 1.02% 64,350,000 48,262,500   

许月娟 境内自然人 1.02% 64,350,000    

李永庆 境内自然人 1.02% 64,350,000 48,262,500   

石雯 境内自然人 0.98% 61,932,587    

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光大信托 其他 0.90% 56,816,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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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盈安益 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

控股股东，李永庆、李国庆为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李水荣之堂侄，许月娟为李水荣之弟媳，构成

关联关系。除上述关联关系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2）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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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

债券 

否 

李水荣 

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62.89% 

65.39% 

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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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8年全球经济延续温和增长，但动能有所放缓，主要经济体分化明显。美联储持续加息，新兴经济

体资本流出加剧，金融市场持续动荡，国际经济规则酝酿深刻调整。其中世界石油需求稳步增长，伊朗重

遭美国制裁，石油出口下降明显，“减产联盟”相机调整产量政策，基本面重归平衡后转向过剩，油价缓慢

回升后猛然下挫，但年均价连续第二年上涨。 

2018年也是改革开放40周年，是全面贯彻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在过去的一年，外部环境深刻变化，

国际金融市场震荡不定，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不利影响。面临着新老矛盾交织，两难多

难问题增加的局面，中国在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的前提下，加强区间调控，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

策，着力减税降费，补短板调结构，引导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经过共同努力，经济在高基数上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但外部输入性风险上升、实体经济困难较多、消费增速放缓、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和地方财政收

支矛盾较大仍然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公司积极应对变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根据年初制定的发展战略

和经营计划，坚定信心，务实发展，积极推进炼化一体化项目，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成功地在宏观经济

不利和行业调整的背景下实现业绩的大幅增长。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914.2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6.91%，总资产1,214.15亿元，较报告期初增加92.6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09.32亿元，

较年初增加45.81%。总的来看，公司在大环境不利的情况下，在稳步推进公司重大项目的同时，也实现了

现有业务的稳定运营。 

报告期内，面临着任务重、挑战多、要求高的背景，公司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坚持问题导向，突出

重点，抓住关键，发扬钉钉子精神，一步一个脚印扎实做好投资和生产经营工作，具体工作主要围绕以下

方面重点展开： 

（一）深入推进投资项目 

2018年是公司的投资大年，公司重点围绕浙石化4,000万吨/年炼化一体化项目开展工作，这个项目涉

及面广、建设复杂、配套项目多，在克服了种种困难后，取得了较为理想的进度。截至报告期末，一期工

程建设安装等工作已基本完成，公司逐步转向试生产准备及预销售阶段。 

（二）积极开展资本运作 

公司在做好投资工作和现有业务的同时积极开展资本运作，上半年公司完成了2017年权益分派，较好

地回报了所有股东和投资者。6月底公司60亿元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有效助力公司进一步延伸

产业链。7月份控股子公司浙石化与国家开发银行等银行签署银团合同，合计等值人民币607亿元，为公司

的业务开展提供了资金保障。12月份，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总金额不超过40亿元的绿色债券批复，

有效拓展了资金的来源渠道。 

（三）不断提升发展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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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3年我们提出“大质量”理念以来，公司的发展质量在持续盈利能力、企业影响力和竞争力等不断

得到体现。在产品和技术方面，荣盛产品的质量稳中有升；在企业管理方面，公司优化了本部和多家子公

司的ERP系统，信息化建设在多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 

（四）全力做好采销联动 

公司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优化管理架构及制度流程，完善产业链研究、供应商及客户管理、计划管

理、风险控制等关键节点的工作机制，加快建成一支一专多能、专业高效的采购销售团队，全力配合浙石

化开车准备及开车后的产品销售工作，按照时间节点要求，全面落实开工物料采购、原料进厂、产品销售、

物流仓储配套等工作。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利润比

上年同期增

减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芳烃 19,076,529,744.32 16,634,729,313.66 12.80% 34.09% 34.21% -0.08% 

PTA 22,143,519,038.37 20,490,443,559.51 7.47% 15.35% 10.88% 3.73% 

聚酯切片 1,314,725,793.07 1,264,504,107.14 3.82% 15.54% 17.12% -1.29% 

涤纶加弹丝 3,547,166,789.03 3,266,989,910.50 7.90% 19.04% 29.23% -7.27% 

涤纶牵伸丝 4,183,697,694.76 3,835,477,928.83 8.32% 8.79% 14.69% -4.71% 

涤纶预取向丝 71,675,187.48 75,315,222.45 -5.08% -51.14% -47.88% -6.56% 

薄膜产品 1,911,049,047.65 1,615,432,939.69 15.47% 34.10% 25.37% 5.88% 

其他 38,774,534,645.04 38,512,805,870.06 0.68% 33.33% 33.59% -0.19%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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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详见财务报告附注合并范围的变更和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之说明。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李水荣 

2019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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