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0830    证券简称：鲁西化工    公告编号：2022-051 

债券代码：112825    债券简称：18鲁西01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

年8月23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2022年半年度报告》，经

事后审核，由于工作人员疏忽，发现部分数据录入有误，现

更正如下： 

更正前： 

第七节 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  

三、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

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鲁西集团有限公司 492,248,464.00 人民币普通股 492,248,464.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3,475,940.00 人民币普通股 53,475,940.0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庚价值领航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3,112,461.00 人民币普通股 43,112,461.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庚价值品质一
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562,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562,200.0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8,196,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196,300.0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庚小盘价值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7,406,924.00 人民币普通股 7,406,924.00 



   

 

光大永明资管－兴业银行－光大永明资产
聚财 121 号定向资产管理产品 

7,266,098.00 人民币普通股 7,266,098.00 

梁锦国 6,819,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819,100.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庚价值灵动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941,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941,900.00 

徐建明 4,782,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782,50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之间，以及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和前 10名普
通股股东之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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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说明（如有）（参见注 4） 

公司前 10名无限售股东中，股东梁锦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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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6,6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4%。股
东徐建明通过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782,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5%。 

更正后： 

第七节 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  

三、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鲁西集团有限公司 492,248,464.00 人民币普通股 492,248,464.0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庚价值领航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53,744,361.00 人民币普通股 53,744,361.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2,347,436.00 人民币普通股 52,347,436.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庚价值品质一年持有期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932,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932,200.00 

光大永明资管－兴业银行
－光大永明资产聚财 121
号定向资产管理产品 

12,647,898.00 人民币普通股 12,647,898.0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庚小盘价值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12,105,724.00 人民币普通股 12,105,724.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庚价值灵动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960,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960,800.0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8,196,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196,300.00 

梁锦国 6,819,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819,1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174,498.00 人民币普通股 5,174,498.00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
股东之间，以及前 10名无
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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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
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
有）（参见注 4）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股东梁锦国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6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4%。 

更正前： 

第十节  财务报告 

六、税项 

1、主要税种及税率 

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增值税 销项税抵扣购进货物进项税后的差额 

化肥产品、热力产品税率为 9%，
设计服务费税率为 6%，其余产品
税率为 13%；出口产品实行“免、
抵、退”税政策。 

城市维护建设税 5%、7% 15%、16.5%、20%、25% 

企业所得税 15%、16.5%、20%、25%  

教育费附加 实际缴纳流转税额 3% 

地方教育费附加 实际缴纳流转税额 2% 

更正后： 

第十节  财务报告 

六、税项 

1、主要税种及税率 

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增值税 销项税抵扣购进货物进项税后的差额 

化肥产品、热力产品税率为 9%，设

计服务费税率为 6%，其余产品税率

为 13%；出口产品实行“免、抵、退”

税政策。 

城市维护建设税 实际缴纳流转税额 5%、7%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15%、16.5%、20%、25% 

教育费附加 实际缴纳流转税额 3% 

地方教育费附加 实际缴纳流转税额 2% 

更正前： 

第十节  财务报告 



   

 

十七、母公司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3、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主营业务 5,938,290,027.19 4,906,021,756.58 11,459,842,147.10 9,434,129,172.65 

其他业务 273,906,725.94 185,998,069.20 269,380,966.89 141,835,421.58 

合计 6,212,196,753.13 5,092,019,825.78 11,729,223,113.99 9,575,964,594.23 

更正后： 

第十节  财务报告 

十七、母公司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3、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主营业务 5,938,290,027.19 4,906,021,756.58 4,978,202,481.02 4,062,410,927.49 

其他业务 273,906,725.94 185,998,069.20 53,768,410.30 27,922,152.97 

合计 6,212,196,753.13 5,092,019,825.78 5,031,970,891.32 4,090,333,080.46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其他内容不

变。对上述更正事项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公司将

加强信息披露文件的编制和审核工作，确保披露信息质量。 

 

特此公告。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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