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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09                    证券简称：兴化股份                   公告编号：2020-028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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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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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20 年 6 月 30 日总股本 1,052,944,789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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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化股份 股票代码 00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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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永生 贾三宝 

办公地址 陕西省兴平市东城区迎宾大道 陕西省兴平市东城区迎宾大道 

电话 029-38822614 029-38839938 

电子信箱 xys0716@163.com 407114886@q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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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1,560,634.04 1,020,638,467.95 -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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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6,462,692.69 100,445,024.73 -43.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56,173,810.51 99,894,682.76 -43.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47,512,992.51 66,000,344.57 275.0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36 0.0954 -43.8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36 0.0954 -43.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0% 2.78%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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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8,327,540.09 4,178,106,552.12 1.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783,625,050.56 3,723,798,697.05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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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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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8.24% 507,956,355 0   

陕西兴化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21.13% 222,473,689 0   

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70% 7,388,434 0   

朱晓励 境内自然人 0.46% 4,805,117 0   

#李晨 境内自然人 0.38% 4,000,052 0   

#孔国兴 境内自然人 0.21% 2,235,850 0   

张尚辉 境内自然人 0.20% 2,146,643 0   

张德娟 境内自然人 0.19% 1,957,244 0   

#冯美娟 境内自然人 0.18% 1,929,700 0   

#陈小毛 境内自然人 0.17% 1,8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前 10 名股东中，陕西兴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控股的全资子公司，属于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上述其余股东相互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李晨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2,900,052

股，普通账户持 1,100,000 股，合计持有 4,000,052 股；股东孔国兴通过广发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2,235,850 股，普通账户持 0 股，合

计持有 2,235,850 股；股东冯美娟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 1,629,700 股，普通证券账户持 300,000 股，合计持 1,929,700 股；股

东陈小毛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1,800,000

股，普通证券账户持 0 股，合计持 1,80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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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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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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受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影响，全球宏观经济承压，叠加原油减产协议未达成导致油价大

幅下跌，大宗化学品处于持续低迷的状态；我国经济先降后升，二季度经济增长虽然扭负为正，主要指标

恢复性增长，经济运行稳步复苏，但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很大。加之安全、环保检查保持持续高压态势，

国内不少化工企业产能受到强烈冲击，然而供给侧改革仍然是基础化工的行情主线，受宏观经济压力影响

大宗化工品整体处于周期低位，化工行业景气表现较弱，导致公司主营产品市场需求萎缩严重，特别是在

国际市场甲醇产品的冲击下，甲醇价格整体呈现下滑走势，市场供需严重失衡。 

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严峻的安全环保压力，公司广大干部职工齐心协力，迎难而上，一手抓疫情

防控，一手抓生产经营，以稳产降耗为中心、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贯彻落实各项环保政策，始终把节能降

耗和稳定运行贯穿整个安全生产始终，积极调整产品结构，大力推行产销联动机制，努力把握市场销售中

的主动权。半年来，在公司董事会的正确高效决策下，经过广大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在一季度业绩大幅

下滑的情况下，二季度经营业绩全面恢复，上半年取得了实属不易的成绩。 

报告期内，兴化化工生产装置高效平稳运行，上半年生产合成氨17.21万吨，完成年计划的52.14%，同

比下降9.23%；生产甲醇16.77万吨，完成年计划的50.83%，同比下降16.87%；生产混胺（一、二、三甲胺）

5.96万吨，完成年计划的54.21%，同比增长0.18%；生产DMF（二甲基甲酰胺）4.5万吨，完成年计划的44.98%，

同比下降22.26%。 

报告期内，兴化化工主营产品售价同比走低，公司业绩受到严重冲击，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8.72亿元，

同比下降14.61%；实现利润总额0.67亿元，同比下降50.58%；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0.56亿元，同比下降

43.79%；基本每股收益0.0536元，同比下降4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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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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分别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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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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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樊洺僖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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