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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21                               证券简称：齐峰新材                           公告编号：2020-005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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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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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685,819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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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峰新材 股票代码 002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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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延磊  

办公地址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朱台镇朱台路 22 号  

电话 0533-7785585  

电子信箱 yaoyanlei@12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目前是我国装饰原纸行业少数掌握高档装饰原纸生产技术的龙头企业，拥有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山东省企

业技术中心、山东省装饰原纸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公司拥有国际一流水准特种纸生产设备，现有装饰原纸（素色装饰原纸、

可印刷装饰原纸等）、表层耐磨纸、无纺壁纸原纸三大系列500多个花色品种，是装饰原纸、表层耐磨纸、壁纸原纸等近10

项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主要起草人。 

公司经过多年市场开拓，形成了完备的市场营销脉络。报告期内，为加强市场建设，使营销管理更加科学合理化，将原有销

售区域整合为八大销售区域，每个区域设大区经理，使销售任务落实更加灵活主动，为客户提供了更优质、更便捷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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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市场竞争力得到提升。通过采取直销为主的销售策略，已与众多的客户结成了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国际贸易部负责

海外市场的开拓，目前公司产品已经销往英国、加拿大、西班牙、印度、韩国等30多个国家、地区。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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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3,249,821,175.01 3,679,092,256.46 -11.67% 3,573,310,693.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2,712,247.97 58,353,535.53 127.43% 160,511,437.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5,109,946.81 39,723,566.84 189.78% 152,157,021.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1,706,729.10 324,771,588.37 -13.26% -245,900,996.9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 0.12 125.00% 0.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 0.12 125.00% 0.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7% 1.73% 2.14% 4.74%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4,341,986,245.02 4,359,617,287.01 -0.40% 4,460,547,106.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483,136,175.78 3,376,126,280.40 3.17% 3,416,709,908.6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762,194,720.98 896,463,450.20 840,368,113.65 750,794,890.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90,297.39 42,735,259.70 47,824,485.59 40,162,205.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660,501.14 36,887,679.29 39,986,352.07 42,896,416.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4,883,945.03 125,381,433.84 70,860,015.83 -49,418,665.6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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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6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0,536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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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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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股份状态 数量 

李学峰 境内自然人 16.31% 80,695,965 60,521,974   

李润生 境内自然人 5.69% 28,145,855 0   

李安东 境内自然人 1.91% 9,472,899 7,104,674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圆信永丰双

红利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58% 7,800,090 0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三组合 
其他 1.45% 7,174,036 0   

叶冠军 境内自然人 1.08% 5,355,000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圆信永丰强

化收益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7% 5,304,884 0   

上海天亿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3% 5,082,626 0 质押 4,570,000 

广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

发银行"薪满益

足"天天薪人民

币理财计划 

其他 0.99% 4,905,400 0   

兴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圆

信永丰汇利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 

其他 0.96% 4,736,69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股东李学峰和李安东系父子关系，为一致行动人；股东李学峰和李润生系祖孙关系，为一致

行动人；股东李安东和李润生系叔侄关系，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叶冠军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2,455,00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

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2,900,0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5,355,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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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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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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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我们克服了经济下行、中美贸易摩擦、“利奇马”台风灾害等困难叠加带来的压力，狠抓“提

质增效，节能降耗”， 推进结构调高，强化市场攻坚，开展新产品研发推广，深化机构改革，补短板、强

弱项，公司发展实现了逆势上扬，高质量发展的道路越走越宽广。报告期内，完成产量35.43万吨，完成销

量34.84万吨；实现营业收入32.50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1.6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3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127.43%。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素色装饰原纸 1,000,991,980.22 54,169,909.23 16.55% -7.11% 109.11% 1.44% 

可印刷装饰原纸 1,759,336,900.16 58,821,400.45 10.22% -8.90% 163.94% 2.97% 

表层耐磨纸 184,208,658.44 17,752,836.69 29.47% -16.88% 95.58% 3.72% 

壁纸原纸 292,073,828.52 17,870,182.61 18.71% -31.80% 104.76% 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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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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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变更及依据 

（1）财政部于2017年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

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

——金融工具列报》（上述四项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将金融资产划分为三个类别：（1）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2）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3）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在

新金融工具准则下，金融资产的分类是基于本公司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及该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而确定。新金融工具准则取消了原金融工具准则中规定的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三个类别。新金融工具准则以“预期信用损失”模型替代了原金融工具准则中的“已发生损失”模型。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本公司具体会计政策见附注三、（十）（十一）。 

（2）财政部于2019年4月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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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财务报表格式”），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的要求编制财

务报表。 

本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修订后的准则和财务报表格式，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2.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1）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影响 

合并报表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影响金额 2019年1月1日 

资产：    

货币资金 125,430,518.07 16,334.93 125,446,853.00 

应收票据 614,483,736.25 -262,528.92 614,221,207.33 

应收账款 819,515,762.74 -1,168,394.00 818,347,368.74 

其他应收款 8,321,948.14 -3,949,852.44 4,372,095.70 

其他流动资产 690,207,806.69 3,933,517.51 694,141,324.20 

递延所得税资产 18,097,607.66 462,861.28 18,560,468.94 

负债：    

短期借款 514,112,042.23 675,887.39 514,787,929.62 

其他应付款 6,807,904.45 -675,887.39 6,132,017.06 

股东权益：    

盈余公积 132,964,682.55 -186,167.12 132,778,515.43 

未分配利润 758,081,162.79 -781,894.52 757,299,268.27 

 

母公司报表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影响金额 2019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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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    

货币资金 27,303,188.39 416.71 27,303,605.10 

应收账款 7,605,070.87 -2,482,228.35 5,122,842.52 

其他应收款 1,112,516,072.87 -564,778.35 1,111,951,294.52 

其他流动资产 99,247,968.93 564,361.64 99,812,330.57 

负债：    

短期借款 80,000,000.00 106,333.33 80,106,333.33 

其他应付款 110,874.41 -106,333.33 4,541.08 

股东权益：    

盈余公积 132,964,682.55 -186,167.12 132,778,515.43 

未分配利润 403,961,468.53 -1,675,504.14 402,285,964.39 

本公司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对金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含减值）进行追溯调整，将金融工具

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即2019年1月1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2019年年初留存

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2）执行修订后财务报表格式的影响 

根据财务报表格式的要求，除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产生的列报变化以外，本公司将 “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拆分列示为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两个项目，将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拆分列示为“应付票据”

和“应付账款”两个项目。本公司相应追溯调整了比较期间报表，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合并及公司净利润和股

东权益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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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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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李学峰 

 

                                                          二○二○年三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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