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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42                           证券简称：龙星化工                        公告编号：2020-021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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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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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龙星化工 股票代码 00244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飞舟 李淑敏 

办公地址 河北省沙河市东环路龙星街 1 号 河北省沙河市东环路龙星街 1 号 

电话 0319-8869535 0319-8869260 

电子信箱 feizhl@sina.com lxlishumin@126.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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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68,616,510.39 1,410,666,068.76 -31.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630,934.23 8,762,558.59 -69.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311,214.31 6,360,751.46 -79.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0,043,907.05 197,497,826.05 -17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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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55 0.0183 -69.9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55 0.0183 -69.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1% 0.70%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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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1,362,877.49 2,662,487,831.67 -3.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39,841,320.72 1,237,213,464.25 0.2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6,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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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江山 境内自然人 20.40% 97,897,902 0 无质押、冻结  

渤海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冀兴三号单

一资金信托 

其他 15.13% 72,629,372 0 无质押、冻结  

俞菊美 境内自然人 6.85% 32,885,550 0 无质押、冻结  

王敏 境内自然人 3.06% 14,692,534 0 无质押、冻结  

钟革 境内自然人 3.05% 14,624,250 0 无质押、冻结  

刘河山 境内自然人 1.87% 8,965,713 0 无质押、冻结  

方淑莉 境内自然人 1.00% 4,799,110 0 无质押、冻结  

鹏华资产－浦

发银行－鹏华

资产金润 25 号

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自然人 0.75% 3,617,622 0 无质押、冻结  

沈良忠 境内自然人 0.71% 3,385,600 0 无质押、冻结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自然人 0.39% 1,886,300 0 无质押、冻结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刘河山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江山先生的胞弟，经两人出具的《关于不构

成一致行动人的说明》确认，两人不构成一致行动人。截止报告期期末，刘江山、刘河山

分别持有本公司股份为 20.40%、1.87%，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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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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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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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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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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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受国内外疫情影响，产品需求量减少且售价大幅降低。据中国橡胶工业协会炭黑分会统

计，行业协会内炭黑产量202万吨，比去年同期下降6.4%，行业协会内共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02亿元，

比去年同期下降 28.62 %。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仍以炭黑生产销售为主。公司累计生产炭黑18.78万吨，销

售炭黑18.81万吨，实现产销率100.16%；本期实现营业收入96,861.65万元，较上年同期降低31.34%；实现

净利润为263.09万元，比上年同期降低69.98%。国内销售收入与上年同期相比降低25.85%，国外销售收入

同比降低67.30%。 

报告期内，公司炭黑产品实现销售收入为88,737.35万元，较上年同期降低32.85%；白炭黑实现销售收

入4,663.77万元，较上年同期降低12.38%；电及蒸汽实现销售收入3,129.23万元，较上年同期降低8.49%。 

    报告期内，公司注重科技研发投入，共投入各项研发支出3,507.36万元，在研制新产品、不断优化产品

性能，提升装置使用效率、降低生产消耗，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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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根据 2017 年 7 月 5 日财政部发布的

《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

—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以

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新准则规定境内

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

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

制财务报告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新收入准则，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非

上市企业自 2021 年 1月 1 日起施行新

收入准则。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

执行新收入准则。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20年第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为执行新收入准则，本公司重新评估主要合同收入的确认和计量、核算和列报等方面。根据新收入准

则的规定，本公司选择仅对在2020年1月1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进行调整。首次执行的累积影响

金额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初（即 2020 年1月1日）的未分配利润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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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财务报表不予调整。2020年1月1日，执行新收入准则， 对本公司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如

下： 

 

1）合并报表    

   单位：元 

受影响的项目 按原准则列示的账面价值

2019年12月31日 

调整金额 按新准则列示的账面价值2020年1月

1日 

预收款项 17,401,670.52 -17,401,670.52   

合同负债   17,401,670.52 17,401,670.52 

    

1）母公司报表    

   单位：元 

受影响的项目 按原准则列示的账面价值

2019年12月31日 

调整金额 按新准则列示的账面价值2020年1月

1日 

预收款项 17,152,848.97 -17,152,848.97   

合同负债   17,152,848.97 17,152,84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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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魏亮 

 

2020 年 8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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