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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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不分配不转增。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氯碱化工 600618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氯碱B股 90090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居培 陈丽华 

电话 021-23536618 021-23536618 

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家汇路560号 上海市徐家汇路560号 

电子信箱 jupei@scacc.com chenlihua@sc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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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63,610,881.39 5,734,041,481.67 4.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683,521,629.26 4,654,359,938.58 0.63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2,935,443.37 159,083,353.87 14.99 

营业收入 2,148,871,906.59 2,798,072,366.58 -23.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6,502,277.40 458,593,448.72 -68.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6,775,579.47 462,802,485.44 -68.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995 11.4722 减少8.3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67 0.3966 -68.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67 0.3966 -6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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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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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华谊（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46.59 538,805,647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64 7,438,100 0 无 0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境外法人 0.64 7,368,290 0 无 0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境外法人 0.60 6,955,577 0 无 0 

ISHARES CORE MSCI EMERGING 

MARKETS ETF 
境外法人 0.36 4,154,327 0 无 0 

孙月龙 境内自然人 0.32 3,700,557 0 无 0 

方建伟 境内自然人 0.24 2,787,506 0 无 0 

中国银行无锡分行 国有法人 0.23 2,605,981 0 无 0 

张万容 境内自然人 0.21 2,409,037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证上海国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0 2,313,729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

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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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上半年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氯碱行业艰难前行。烧碱及聚氯乙烯产量同比均有

所下降。烧碱价格持续下滑，部分企业出现亏损；聚氯乙烯内需增加，出口减少，价格探底后回

升。整体来看，氯碱行业二季度情况好于一季度，但总体盈利水平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 

公司以“以质量和效益提升为目的，满负荷高效率运行，优化市场布局和运作，产学研深度

融合，积极发展公司增长新动能”为经营方针，以“推进高标准高质量项目建设，加快绿色智能

发展，持续提升主业盈利能力，打造上海氯碱制造”为指导思想。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

公司上下众志成城，全力以赴稳生产，咬定目标不放松。 

一、强化安全防控，确保生产稳定。1、明确职责，强化安全责任。安全工作对于化工企业来

说，是公司重点工作，将安全管理工作落到实处，明确职责，深入推行网格化管理，层层压实安

全责任，实现“全员、全过程、全覆盖”管理。做到思想上重视，队伍上充实，制度上完善，投

入上加大，责任上强化。2、严守制度，确保安全运行。公司健全责任考核机制，优化考评标准，

严格责任追究制度。根据公司《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办法》，进一步加大考核及问责力度，并确保

追责执行到位。持续巩固提升量化评估系统，稳步推进安全管理提升工作，制定示范企业标准体

系。3、优化调整，提高生产负荷。上半年受化工区下游企业运行负荷低迷及市场客户需求减少影

响，导致公司华胜区域生产负荷有所下降，公司根据负荷波动及时调整产品比例，争取效益最大

化。4、定期检修，提升运行性能。公司在二季度对公司漕泾区域的装置进行检修，通过本次大修，

消除了装置运行中存在设备故障与隐患，改善设备状况，提高设备装备技术水平，优化现场管理，

提高装置的本质安全，为生产装置的“安稳长满优”运行奠定了基础，满足上下游产品链的供应。 

二、细分目标市场，灵活调整营销方案。1、加强市场分析，优化销售策略。今年上半年，由

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烧碱下游需求逐步减少，氯碱生产企业逐步降低负荷，烧碱市场交

易清淡，氯碱企业库存高企，烧碱价格处于下跌趋势，虽五月六月有两波反弹态势，但市场价格

仍处于历史低位。对此，公司积极应对，根据效益最优原则，加强市场分析，灵活制定营销策略，

进一步优化内外贸销售，合理安排产品结构，不断平衡销售，力争将影响降到最低。2、紧盯市场

价格，努力降低成本。公司上半年针对特殊行情，对大宗原料市场加强分析，紧盯走势，随市场

变化及时调整，力争做到降低采购成本。上半年国际油价有一波大幅下跌，乙烯价格也同时下调，

公司看准市场情况，逢低进口采购乙烯。通过调节进口以及内贸采购数量，来降低公司采购成本。

3、加强管控，降低资金风险。上半年经济形势不容乐观，近阶段较多中小企业自身抗风险能力较

弱，为此，提升资金管理水平和降低操作风险非常关键。公司高度警惕，密切关注资金安全，全

面监控信用资金的回笼情况，通过 SAP 信用管控，强化客户的资金管理，大大提高资金风险规避

能力。 

三、围绕目标，积极推进项目发展。1、着手编制“十四五”规划，谋划未来发展蓝图。结合

公司新一轮的发展机遇，在“十三五规划”和“2020-2024 年滚动规划”的基础上，围绕“十三

五”规划执行情况总结、企业对标分析、企业发展规划目标、业务发展举措、研发创新、降本增

效、智能制造等方面，积极开展“十四五规划”的编制工作。2、全面实施，确保重点项目加快推

进。公司重点项目包括：广西钦州 30万吨/年烧碱、40万吨/年聚氯乙烯项目、20 万吨/年氯乙烯

项目、聚氯乙烯树脂提升改造项目、3 万吨/年催化氧化法氯化氢循环回收利用产业化项目，按照

规划的时间节点，有序推进。 

四、强化管理，确保健康发展。1、加强队伍建设。结合公司发展战略和建设项目，盘点人力

资源状况，对公司专业技术管理人员、一线装置生产运行人员进行专题分析，开展人才需求调研，

商讨人员配置计划，研究拟定人才接替计划，完善青年后备池建设。2、强化评估考核。公司今年



继续推动绩效评估考核办法的实施，通过目标逐级分解，责任任务分解落实，分解细化各级指标，

将公司目标和任务明确落实到人。对重大决策、重要工作部署、会议决议等重要事项督查督办，

确保及时、有效落实。3、深化控本降费。上半年整体市场经济形势较低迷，公司注重企业内部成

本和费用的控制。强化管理，严控支出，强抓降本增效，通过严格执行各项措施，加强费用控制。 

2020 年下半年，公司将继续攻坚克难，提升效能，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首先继续提升公司

安全管理水平优化管理，稳定生产运营；其次继续着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进程，同时优化布局，

推进产业链的优化和延伸。再次继续坚持技术创新，引领产品结构升级，以技术进步，推出低成

本、高质量、有市场的产品；最后做好“十四五”规划编制，明确未来发展目标，提高企业核心

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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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2017年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于 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首次执行

该准则应当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

息不予调整。 

本公司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准则的规定，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

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比较财务

报表不做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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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