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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张金成、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闫玉芝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闫玉芝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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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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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6,307,416.74 3,354,007,971.95 85.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99,183,469.89 16,836,549.90 5,834.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980,363,915.97 2,550,160.45 38,343.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19,692,831.53 442,525,360.61 333.8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25 0.011 4,672.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25 0.011 4,672.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77% 0.15% 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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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12,971,317.63 31,874,017,821.44 2.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271,970,917.58 14,260,831,630.50 7.09% 

注：上一年度公司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上年同期数据为追溯调整后数据。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77,188.5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20,099,660.6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49,373.39 

减：所得税影响额 2,906,668.63 

合计 18,819,553.92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

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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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

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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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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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西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85% 492,248,464  质押 196,300,000 

中化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3.08% 439,458,233 439,458,23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2.25% 42,892,377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汇丰晋信低

碳先锋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35% 25,650,19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汇丰晋信智

造先锋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75% 14,239,78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海富通

改革驱动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66% 12,628,837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

一组合 
其他 0.60% 11,504,100    

上海盘京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盛信 2期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54% 10,23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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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杰晖 境内自然人 0.46% 8,813,316    

交通银行－汇丰晋

信动态策略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6% 8,809,632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鲁西集团有限公司 492,248,464 人民币普通股 492,248,46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2,892,377 人民币普通股 42,892,377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丰晋信低

碳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5,650,192 人民币普通股 25,650,19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丰晋信智

造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4,239,784 人民币普通股 14,239,78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富通

改革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12,628,837 人民币普通股 12,628,837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11,504,100 人民币普通股 11,504,100 

上海盘京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盛信 2 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0,235,500 人民币普通股 10,235,500 

唐杰晖 8,813,316 人民币普通股 8,813,316 

交通银行－汇丰晋信动态策略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8,809,632 人民币普通股 8,809,63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富通

均衡甄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766,200 人民币普通股 6,766,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中化投资通过直接和间接的形式持有鲁西集团 55.00%股权，除上述关

系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

明（如有） 

公司前 10 名无限售股东中，股东唐杰晖通过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 8,813,31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6%。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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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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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应收账款较年初增加 128.47%，主要原因系公司应收出口产品信用证未到期所致； 

2、应收款项融资较年初增加 147.92%，主要原因系公司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3、应交税费较年初增加 48.61%，主要原因系公司应交企业所得税增加所致； 

4、其他流动负债较年初增加 59.64%，主要原因系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债券所致； 

5、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85.34%，主要原因系受市场供求关系影响，主要化工产品的产销量和销售价

格同比上升幅度较大所致； 

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 5834.61%，主要原因系公司受市场供求关系影响，主要

化工产品的销售价格同比上升幅度较大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乙烯下游一体化项目正在进行试运行调试。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中化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关于与公司保持独立性，规范关联交

易，解决和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披露的

2019 年

12 月 20

日 

对鲁西化工

拥有控制权

的整个期间

截至目前，该

承诺正在履

行期内，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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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报告书。上述承诺自中化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取得鲁西集团的控制权之

日起生效，并在中化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对鲁西化工拥有控制权的整个期间

持续有效。 

持续有效。 在违背该承

诺的情形。 

中国中化集

团有限公司 
 

关于与公司保持独立性，规范关联交

易，解决和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披露的

收购报告书。上述承诺自中国中化集

团有限公司成为鲁西化工实际控制人

之日起生效，并在中国中化集团有限

公司对鲁西化工拥有控制权的整个期

间持续有效。 

2019 年

12 月 20

日 

对鲁西化工

拥有控制权

的整个期间

持续有效。 

截至目前，该

承诺正在履

行期内，不存

在违背该承

诺的情形。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鲁西化工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如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

会等有权机构批准并完成发行，本公

司自作出本承诺之日起至本次募集资

金使用完毕前或募集资金到位 36 个

月内，本公司不再新增对类金融业务

的资金投入（包含增资、借款、担保

等各种形式的资金投入）。本公司不会

将本次募集资金直接或变相用于类金

融业务。 

2020 年

10 月 28

日 

2020 年 10 月

28 日至 2023

年 10 月 28 日 

截至目前，该

承诺正在履

行期内，不存

在违背该承

诺的情形。 

中国中化集

团有限公司 
 

"鲁西化工、中化塑料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化塑料"）、江苏扬农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农集团"）系

本公司下属子公司，本公司能够实际

控制鲁西化工、中化塑料及扬农集团。

中化塑料和扬农集团分别与鲁西化工

存在部分产品重合的情况，为规避潜

在的同业竞争，本公司承诺如下：1、

本公司下属子公司中化塑料和扬农集

团均与鲁西化工存在部分产品重合或

相似的情形，本公司认为，中化塑料

和扬农集团过去和目前与鲁西化工均

不存在实质性同业竞争。2、本公司承

诺确保中化塑料和扬农集团的经营资

产、主要人员、财务、资金与鲁西化

工经营资产、主要人员、财务、资金

严格分开并独立经营，杜绝混同的情

形。3、本公司承诺将继续从主营业务、

经营模式等方面进行严格划分以确保

2020年11

月 06 日 
长期 

截至目前，该

承诺正在履

行期内，不存

在违背该承

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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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化塑料和扬农集团不从事对鲁西化

工构成实质性竞争的业务。4、未来随

着鲁西化工或中化塑料或扬农集团的

业务发展，一旦发生中化塑料或扬农

集团与鲁西化工产生同业竞争的情

形，本公司将按照相关监管部门的要

求，在符合届时适用的法律法规及相

关监管规则及确保鲁西化工利益的前

提下，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

露义务，并承诺：就中化塑料或扬农

集团与鲁西化工未来实际构成实质性

同业竞争的情形，根据现行法律法规

和相关政策的要求，本公司将自实际

产生同业竞争之日（鲁西化工披露相

关公告中注明日期）起 5 年内，并力

争用更短的时间，按照相关监管部门

的要求，在符合届时适用的法律法规

及相关监管规则的前提下，本着有利

于鲁西化工发展和维护股东利益尤其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原则，综合运用资

产重组、业务调整、委托管理、设立

合资公司等多种方式，稳妥推进相关

业务整合以解决未来的同业竞争问

题。前述解决方式包括但不限于：（1）

资产重组：采取现金对价或者发行股

份对价等相关法律法规允许的不同方

式购买资产、资产置换、资产转让、

资产划转或其他可行的重组方式，对

存在业务重合部分的资产进行梳理和

重组，消除部分业务重合的情形；（2）

业务调整：对业务边界进行梳理，通

过资产交易、业务划分等不同方式实

现业务区分，包括但不限于在业务构

成、产品档次、应用领域与客户群体

等方面进行区分，尽最大努力实现业

务差异化经营；（3）委托管理：通过

签署委托协议的方式，由一方将业务

存在重合的部分相关资产经营涉及的

决策权和管理权全权委托另一方进行

统一管理；（4）设立合资公司：以适

当的方式共同设立公司；（5）在法律

法规和相关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其他可

行的解决措施。上述解决措施的实施

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履行必要的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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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审议程序、证券监管部门及相关

主管部门的审批程序为前提，并按相

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本公司不会利用从鲁西化工了解或

知悉的信息协助中化塑料或扬农集团

从事或参与与鲁西化工现有主营业务

存在实质性竞争的任何经营活动。6、

如因本公司未履行上述承诺而给鲁西

化工造成损失，本公司将依法承担责

任。上述承诺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

生效，并在本公司对鲁西化工、中化

塑料、扬农集团拥有控制权的整个期

间持续有效。"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鲁西集团 

有限公司 
 

鲁西集团有限公司继续把鲁西化工作

为发展化工业务的平台，坚决杜绝开

展任何与鲁西化工形成同业竞争的业

务，规范和逐步减少乃至最终消除可

能存在的关联交易，继续以提供贷款

担保等方式支持鲁西化工的经营，把

鲁西化工做强做大。 

2012 年

09 月 27

日 

长期 

截至目前，该

承诺正在履

行期内，不存

在违背该承

诺的情形。 

鲁西集团有

限公司，鲁

西化工集团

股份有限公

司、山东聊

城鲁西化工

第二化肥有

限公司 

 

为增强鲁西化工资产的独立性和相关

资产的权属明晰性，鲁西集团、鲁西

化工和山东聊城鲁西化工第二化肥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二化肥"）共同

出具《承诺函》，确认并承诺如下：鲁

西集团控股子公司山东聊城鲁西化工

工业基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业基

地"）拥有的两宗面积合计为

353,133.30 平方米的工业用地（以下

简称"本宗土地"）均不存在任何权属

争议或纠纷，不存在被政府部门针对

本宗土地的处罚、责令搬迁或强制拆

除等影响公司实际占用或使用状态的

情形。 

2020 年

08 月 22

日 

2020 年 8 月

22 日至 2025

年 8 月 22 日 

截至目前，该

承诺正在履

行期内，不存

在违背该承

诺的情形。 

承诺是否按时履

行 
是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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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

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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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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