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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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万华化学 600309 烟台万华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立民 肖明华 

电话 0535-6698537 0535-6698537 

办公地址 烟台市幸福南路7号 烟台市幸福南路7号 

电子信箱 lmli@whchem.com mhxiao@whch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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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96,013,385,013.91 87,063,457,480.75 76,912,659,201.52 10.2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37,945,512,039.65 38,048,993,610.30 33,778,735,672.70 -0.27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 8,284,937,690.90 11,215,304,574.86 8,445,172,019.49 -26.13 



的现金流量净

额 

营业收入 31,538,997,770.65 37,256,810,198.55 30,054,174,638.75 -15.3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5,621,102,648.53 10,504,364,453.69 6,949,934,414.32 -46.4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041,839,666.64 9,892,658,124.67 6,479,882,747.21 -49.03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3.93 37.01 25.43 减少23.08个

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1.79 3.35 2.54 -46.5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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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7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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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国丰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21.59 677,764,654 677,764,654 无   

Prime Partner 

International Limited 

境外法

人 

10.70 336,042,361 336,042,361 无   

烟台中诚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0.52 330,379,594 330,379,594 无   

宁波市中凯信创业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9.61 301,808,357 301,808,357 无   

孙惠刚 未知 2.45 76,887,238 0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未知 2.34 73,348,584 0 未知   

北京德杰汇通科技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23 69,995,240 69,995,240 质押 33,671,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1.36 42,667,381 0 未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全合宜灵活配置混合型

未知 1.08 33,920,304 0 未知   



证券投资基金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未知 0.82 25,598,52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国丰投资、中诚投资、中凯信三名股东为一致行动人。

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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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烟台国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烟台市国资委（实际控制人未变化） 

变更日期 2019 年 2月 12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及日期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14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新

增股份吸收合并烟台万华化工有限公司实施结果暨股份变

动公告”（临 2019-1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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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15.39 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15.35%；营业利润 70.22亿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46.5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21 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46.49%。 

报告期内，受全球经济发展增速放缓、主产品价格下滑以及出口成本增加等因素影响，公司

产品的盈利能力受到一定影响。公司采取策略，积极应对新的市场形势和挑战，进行组织管理模

式变革，进一步紧密协同全球营销资源和市场策略，加强全球供应链统一管理，更高效地服务全

球市场和客户。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公司先后将“安全管理年”、“安全管理深化年”、“安

全管理提升年”作为管理主题，旨在通过三年的持续努力，全面、深入提升公司全员安全意识、

过程安全能力、本质安全水平、安全管理能力和安全业绩。管理方面，通过创新经营，主动开源

节流，一方面通过聚氨酯、石化、新材料和精细化产业链布局，深化产业链纵深，通过多元化的

产品组合，进一步提升为客户提供产品和解决方案的能力；另一方面，通过生产、管理创新，不

断反思内省，找差距、补短板，追求卓越，抓好管理最后一公里，提升组织效率，提升企业资产

运营效率，提升装置运营和自动化水平。 

2019 年下半年，在生产方面，公司将继续加强生产管理，保证装置稳定运行，保质保量完成



生产任务；在销售管理方面，公司将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对产品销售的不利影响，主动研判市

场发展趋势，制定合理的销售策略，保证销量和利润的实现；在研发方面，公司将持续开展装置

工艺优化工作，以提高装置运行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同时加强自主开发项目的研发投入，开发

新的技术及产品；在管理方面，公司将规范内部流程和管理制度并适应公司的现状及发展目标，

为公司战略实现奠定坚实的管理基础，并结合公司的战略加强公司人力资源管理，为万华的长期

发展储备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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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17 年 3月 31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

年修订）》（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 年修订）》（财会

〔2017〕8 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2017 年修订）》（财会〔2017〕9 号）；

2017 年 5月 2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 年修订）》（财

会〔2017〕14号）（上述四项准则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财政部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要求，公司对相关会计政策内容进行调整，并按照上述规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新发布的会计准则要求，对公司会计政

策进行的相应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

果。 

  

2. 根据财政部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

通知》（财会[2019]6 号）要求，本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修订，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

财务报表列报。 

  

3. 随着万华化学整体上市的完成，对汇率折算的要求进一步提高，为了使合并数据更加准确，

并且实现同行间公司折算数据更加可比，公司决定修改外币交易折算采用即期汇率的类型。同时，

《企业会计准则第 19 号—外币折算》应用指南规定“即期汇率，通常是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当

日人民币外汇牌价的中间价。企业发生的外币兑换业务或涉及外币兑换的交易事项，应当按照交

易实际采用的汇率（即银行买入价或卖出价）折算”。在目前汇率波动平稳，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的中间价可以如实反映企业会计信息的情况下，公司考虑变更即期汇率的数据来源，把外币资产

按买入价折算、外币负债按卖出价折算变更为统一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外汇牌价的中

间价折算。该会计估计变更自 2019年 3 月 1 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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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