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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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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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茂化实华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0637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袁国强

张荣华

办公地址

广东省茂名市官渡路 162 号

广东省茂名市官渡路 162 号

电话

0668-2276176

0668-2246331

电子信箱

mhsh000637@163.net

mhsh000637@163.net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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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815,020,011.35

2,004,518,268.60

-9.45%

12,413,966.02

83,526,010.68

-85.14%

2,313,444.32

47,083,627.31

-95.09%

-73,287,021.44

-1,353,203.56

-5,315.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4

0.161

-85.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4

0.161

-85.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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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1%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28%

-7.97%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2,038,230,180.73

1,503,269,328.56

35.59%

955,125,955.51

942,012,915.10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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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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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北京泰跃房地
境内非国有法
产开发有限责
人
任公司

29.50%

153,363,230

153,363,230

中国石化集团
茂名石油化工 国有法人
有限公司

14.75%

76,658,001

0

王治东

境内自然人

1.35%

7,020,000

0

蒋健

境内自然人

0.96%

5,003,200

0

广东众和化塑 境内非国有法
股份公司
人

0.86%

4,489,930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国有法人
公司

0.25%

1,295,200

0

田波翰

境内自然人

0.20%

1,044,200

0

张海峰

境内自然人

0.19%

997,700

0

曹代丽

境内自然人

0.19%

974,253

0

张晓华

境内自然人

0.18%

950,200

0

数量

质押

151,538,145

冻结

153,363,230

公司前十名法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一致行动人。其他流通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的说明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不详，其所持股份是否存在质押或冻结的情况不详。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王治东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7,020,000 股；张晓华通过信用交易担
明（如有）
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950,2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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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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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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年主要生产经营情况
2020年上半年，在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疫情影响下,原油和化工产品价格大幅下降且剧烈波动，市场需
求萎缩，加上运输接卸监管严格、装置边生产边检修技改等不利因素影响，公司生产经营难度增大，困难
重重。公司上下一心，迎难而上，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目标，抓好安全环保生产，深化精细管理，大力挖
潜增效、努力降本减费，各装置实现安稳生产，在第一季度亏损的情况下，二季度各项生产技术经济指标
较年初有明显回升，较好地完成了半年度生产经营任务。
一、严管安全环保和疫情防控
公司吸取“3.21”响水事故教训，按照党和政府要求，强化政治意识、法规意识、责任意识，强化管理、
补齐短板、清除积患、遏制事故，实现了安全环保无事故的目标。一是抓好安全教育。利用各种会议、警
示教育、安全会议、班组活动、作业前谈话、微信平台等，分层次有针对性地开展全员安全教育和思想引
导，开展新入职职工和外来人员培训教育、组织安全管理人员参加茂名市安全资质培训、举行事故应急处
置演练，提高全员安全意识和知识技能，筑牢第一道防线基础。二是开展2020年“安全生产月”等活动，深
入开展专项检查，组织安全演讲、培训考试，专题安全应急演练，排查整改隐患，营造安全生产良好氛围。
三是抓好市、区应急部门和专家组检查迎检工作。做好包括“安全治理三年行动计划”等市、区各级安监现
场检查、资质取证现场审核5场次，月月抓自查，月月抓整改，进一步夯实安全管理基础。四是做好安全
信息化管理。完善各分子公司安全主体基础信息、重大危险源基础数据，落实安全生产应急预案、环保应
急预案、职业卫生信息资料网上备案等十多项繁杂的数据信息，做好安全生产预警平台系统筹建工作。五
是保持隐患排查整改高压态势。组织开展重大节日检查，上半年，累计隐患排查359项，整改率100%，共
奖励隐患排查有功人员16人次。对去年国家、省市区专家组查出的问题落实整改，坚决防范和遏制生产安
全事故发生。六是强化直接作业安全管理。上半年，做好二、三、四预装置检修等项目施工监控，办理各
种票证2649张（其中特级火票52张、一级火票818张、二级火票458张），全部安全顺利完成。七是强化环
保工作。针对汛期、台风和高温季节，抓好防汛、防台、防高温等季节性安全工作及防水污染工作，完成
了年度排污证执行报告的编制，通过了环保“一企一方案”治理评价报告，完成了清洁生产现场核查、资料
审查、专家评审，取得了相应资质；抓好“三废”和装置现场脏乱差治理，实现了环保达标排放。八是抓好
新冠疫情防控。以“保职工健康、保正常生产经营”为目标，抓好防疫知识教育和政策宣传，认真制定、调
整防控方案，落实防控物资计划，监管口罩佩戴、测温、消毒、登记及外来人员施工人员监管等措施，尤
其是在口罩、消毒液紧缺期间，携手采购部门多方联系采购到位，保证供应，合理发放，科学使用。实现
了无职工感染，公司被评为茂名市疫情防控先进单位。
二、持续优化生产经营
围绕年度计划目标，精心组织生产经营。上半年，聚丙烯产量97937吨，比同期95274增加2663吨，
综合能耗48.4千克标油/吨，比同期50千克标油下降1.6千克标油。MTBE系列产品5.94万吨，完成半年度计
划的76%；特种白油产品24836吨，比同期18337增加6499吨，综合能耗11千克标油，比同期19千克标油下
降8千克标油。乙醇胺产品9537吨，比同期7345增加2192吨，综合能耗65千克标油，比同期69千克标油下
降4千克标油/吨。异丁烷2516吨，比同期1543吨增加973吨。一是抓好原料供应和平衡。密切跟踪原料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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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势和价差变化，做好成本效益测算，加强风险管理，加大原料外购力度，拓宽原料来源渠道，为装置生
产提供了原料保证。二是做大产品总量规模。坚持动态优化，确保装置安全平稳经济运行，上半年，公司
各装置生产保持良好势头，主要产品产量及技术经济指标基本完成计划进度，聚丙烯产量完成年计划的
50.25%；白油产量完成年计划的60.48%；乙醇胺产量完成年计划的56.1%。三是灵活销售。上半年，受新
冠疫情影响，产品市场动荡起伏，公司及时抓住有利时机，主要产品产销率基本达到产销平衡，上半年，
聚丙烯销售89118吨，产销率91.02%，白油产品销售19442吨，产销率94.88%，MTBE系列产品销售59038
吨，产销率93%。
三、抓好技改和工程建设
一是抓好装置检维修。抓好设备维护保养，及时组织抢修，上半年，设备完好率达99.2%，主要设备
完好率达99.3%，静密封点泄漏率0.12‰。二是加快技术改造。完成小技措施工项目45项，完成三预、四预
大修工作，推进东油公司技改项目异丙酮建设。做好茂金属催化剂研发项目工作和利用自有聚丙烯生产熔
喷料工作；推进二、三预供电改用市电项目、北站旧罐区罐15～18升级改造项目、三预换-302/2利用5#汽
提水作热源改造项目、三预分离装置更新丙烯塔-302项目、增设聚丙烯高熔指熔喷专用料生产线项目、2
万吨/年乙醇胺项目的填平补齐项目、部分设备技术升级改造等，提高了装置运行安全保障和创效能力。三
是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因新冠疫情影响,对湛江实华两大项目建设工作进度完工时间统筹进行了优化调整，
重新明确了建设项目2020年11月中交，12月开汽投产。目前主要装置土建施工、主要设备基础、地管施工
已完成，双氧水一层设备正在就位安装，碳九中间罐区、产品原料罐区、加氢单元正在进行管道安装预制，
正在落实协调跟进园区公用管廊及管道和雨排管、规划道路、永久用电等配套工程建设进度，以满足项目
投产条件。组织开展线上及线下技术交流，认真做好采购招标，节约采购资金约1500万元，完成了各类仪
表、仪器等设备选型720余台。
四、员工齐心协力干劲足
大力开展公司形势教育，引导员工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共度时艰，开展“弘扬优良传统”大讨
论活动，鼓足干劲，争创效益。抓好疫情防控宣传。及时传达疫情防控工作的最新部署和要求，做好疫情
防控解疑释惑工作，倡导讲卫生、除陋习，减少出行、不集会、不聚会、不做年例、勤洗手、戴口罩，做
好防护；积极缓解和消除员工心理压力，疏导员工情绪，加强人文关怀,保证员工队伍的稳定；发动抗击疫
情捐款倡议，564名员工参与捐款共28439.05元；树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理念，激励各党支部和广大党
员“创先争优”的热情，做好年度公司党支部、党支部书记测评考核和党支部换届改选工作，继续深化志愿
服务活动，开展扶贫济困好的，开展“为民服务创先争优”志愿服务；开展“送温暖”“走基层, 访千家"慰问活
动，慰问退休及内退职工183人; 慰问长期病休职工、住院职工、困难职工等77人；走访慰问在职职工980
人。
下半年主要生产经营计划
一、继续努力，实现本质安全环保。要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专业管理保安
全，保证生产装置安稳长满优运行。强化安全培训教育，及时发现隐患，快速治理，狠抓现场安全管理，
重视抓好环保和职业卫生工作。继续抓好疫情防控工作。
二、精细管理，完成全年效益任务。要深化精细管理，苦练内功，在资源优化、指标提升、科学销售、
挖潜降本增效等方面下大功夫，优化生产操作、优化资源配置、优化产品结构，强化成本费用管控，尽最
大努力争取最大效益。
三、灵活营销，确保产销平衡。今年化工市场仍将扑朔迷离，要坚持“高油价低库存、低油价高库存”
原则，紧贴市场，加强把准市场销售节奏，灵活营销；要加大市场开拓力度，稳固销售渠道，加大市场推
广，开拓终端客户。
四、抓好发展，湛江实华重点项目年底投产。要围绕挖潜增效、质量升级、节能降耗等内容，组织技
术改造和技术攻关，提高装置生产技术水平。湛江实华两大工程项目要环环紧逼、步步为营，按工程进度
计划推进项目建设，同时，生产准备和人员培训及早完成，认真做好开工方案、操作规程编制、人员操作
培训等各项生产准备工作，确保项目安全、环保、经济一次开车成功，并实现安稳长满优生产，开始产品
销售演练，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
五、提高队伍水平，助推企业发展。加强职工队伍业务技术教育培训，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为公司
发展提供人才支撑。采取多种形式招聘，储备发展需要的各类人才；重点抓好各层次人员培训和特种作业
人员取证工作；抓好思想建设，开展思想教育，转变思想观念，进一步形成同心协力干事创业的氛围。开
展帮扶济困、党群共建活动，深化“党建+”品牌活动，组织开展参与企业献策、技术攻关、节能减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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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营销、指标创优等合理化建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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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
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
业，自 2020 年1月1日起施行。公司按照财政部文件要求进行相应的会计政策变更。本次会
计政策的变更是依据国家相关法律规定进行的调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
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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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子公司广西华盈天益化工有限公司完成注销程序，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5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报摘要签字页）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签字）：范洪岩
2020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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