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3968                                                  公司简称：醋化股份 

 

 

 

 

 

 

 

 

南通醋酸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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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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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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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是：以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

金红利 5元（含税），预计共派发现金红利 10,224 万元。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

过，并将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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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醋化股份 603968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俞新南 唐霞 

办公地址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江山路968号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江山路968号 

电话 0513-68091213 0513-68091213 

电子信箱 aac@ntacf.com aac@ntacf.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主要业务：公司主要从事以醋酸衍生物、吡啶衍生物为主体的高端专用精细化学品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公司业务内容涵盖产品研发，工艺优化开发，工业化生产，配套经营及定制加工等

完整的精细化工业务体系。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食品和饲料的防腐，医药及农药的生产，颜（染）

料的生产三个领域，因此本公司的产品分为：（1）食品、饲料添加剂：山梨酸（钾）、脱氢乙酸（钠）；

（2）医药、农药中间体：乙酰乙酸甲（乙）酯；（3）颜（染）料中间体：乙酰乙酰苯胺类产品；

此外，公司应客户需求还经营部分其他有机化学产品销售。 

    经营模式：（1）采购模式    公司实行集中统一的采购模式。公司采购业务实行规范化、标



准化、流程化管理，为此公司制定了详细的规章制度，包括《采购控制程序》、《供应商选择和质

量审计管理制度》、《验收管理制度》、《采购价格评定办法》、《采购申请管理办法》、《采购预算管

理办法》等制度。（2）生产模式   本公司采用以销定产的模式制定生产计划。公司为保证产品生

产符合既定要求，维持产品生产的正常运营；确保公司生产活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国际通用标

准，符合环保、职业健康安全方面的各项要求，制定了相关制度。（3）销售模式  公司自产产品

采取直销和渠道销售相结合的方式。销售部负责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销售体系，并根据产品的特

性，分别设置不同销售小组负责食品饲料添加剂、医药农药中间体和颜（染）料中间体的销售，

形成了能够覆盖各类产品市场的营销网络和客户服务体系。 

    行业情况：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的重视程度日益提升,对安全环保工作的

重视日益提高，各级政府机关相继出台了很多环境方面的政策、法规同时环境执法力度也在逐步

提高，化工企业的安全环保工作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绿色化工”已经成为全球化工产业发展的

潮流，化工产业不是要不要发展的问题，而是如何发展的问题。真正实现化工产业的科学有序发

展，必须做到安全绿色是底线，转型升级是必然，合理布局是趋势。公司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

通过外延式学习、内生性的创新，整合内外资源，经过近两年的摸索，逐步形成以“食品科学、

生命科学、材料科学、高端精细化学品”为发展方向的多元化战略布局。接下来公司将紧紧围绕

国家“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战略，充分利用公司 60 年来在行业里深耕细作的

经验技术优势，聚焦绿色化工，不断完善产业链发展，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朝着建设绿色化、国际化企业的发展目标大步阔进。公司将以食品添加剂为发展核心，采用自主

研发与外部合作的发展模式，实现产品高端、技术先进、绿色环保、安全可控。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2,089,275,738.61 1,966,395,995.10 6.25 1,810,189,735.44 

营业收入 2,257,560,214.28 2,028,186,225.52 11.31 1,661,000,317.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21,019,211.27 200,875,470.71 10.03 160,790,854.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06,591,269.76 184,401,733.78 12.03 137,755,407.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573,987,416.13 1,445,603,034.09 8.88 1,332,876,622.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285,328,016.52 230,176,172.58 23.96 168,089,961.24 



金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08 0.98 10.20 0.7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4.63 14.51 增加0.12

个百分点 

12.53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539,452,967.94 534,032,034.33 551,083,844.74 632,991,367.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2,000,043.48 46,848,496.16 56,613,793.74 65,556,877.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45,253,747.48 43,025,958.26 58,425,011.70 59,886,552.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2,451,641.05 64,711,317.84 37,201,909.14 140,963,148.4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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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3,16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3,44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顾清泉 0 20,866,700 10.2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南通新源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0 17,777,392 8.69 0 无 0 国有法人 

南通产业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0 15,893,729 7.77 0 无 0 国有法人 

庆九 0 14,014,500 6.8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丁彩峰 0 14,011,898 6.8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帅建新 0 7,238,400 3.5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薛金全 0 6,626,787 3.2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钱进 0 6,624,600 3.2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南通国泰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0 3,842,000 1.88 0 无 0 国有法人 

陈华云 未知 3,477,062 1.70 0 未知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顾清泉、庆九、丁彩峰、帅建新、钱进和薛金全为一致行动人；

2、南通国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系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

子公司。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

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上下在董事会的领导下，进一步全面贯彻落实“开源节流、积极高效”八字

方针，全面落实年初制定的各项规划指标，总体上实现了安全平稳发展，各项重点工作、重点项

目有序推进。全年共实现营业收入 22.58亿元，同比增长  11.31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21亿元,增长 10.03 %。 

主要工作开展情况： 

    （1）全面提高研发进度，提升研发水平：研发工作是战略的延续和战略能否落地的关键，其

工艺技术先进性将直接影响产品的生命力。报告期，公司针对研发部门建立了科学有效的部门 5s

管理体制，对部门的基础管理职能进行责任分配，并根据部门人才学历比例及自身特性，推行责

任人研发制度，保证了研发工作的高效有序的进行；加强人才技术培训与交流，强化团队协作能

力培养；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重点推进“转型升级和清洁生产”各项工作；完成了子公司立

洋化学重点产品 4-氰基吡啶工艺的研发及产业化；完成了多项现有产品技改项目、环保技术研究

和质量攻关工作；深化产学研合作，通过与院士团队、大学院校合作，加大技术研发力度，加快

推进现有产品技改项目和转型升级项目落地，多举措多维度全面提升公司研发水平，提升公司核

心竞争力。 

    （2）高度重视安全环保，确保生产平稳运行：震惊中外的“3﹒21”响水重特大事故，使得

全国的安全工作空前紧张。2019年，公司对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的进行了整编、归类，建立了法规

库，解读评价宣传，同时做好培训和贯彻执行工作，并在后期做好检查督促和考核。根据上级的

文件，梳理出三条安全检查主线“安全环保整治提升”“深度检查”“本质安全诊断”，以深度检查

为例，安全隐患的检查从过去的表面到现在深度，检查质量、检查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 19 年

公司在环保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生化污泥的消解减量，危废处置的规范和降低成本，雨污分

流的工程细化落地，废活性炭的预处理等等工作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环监工作最大的改变是管

理思想，尤其是在环保运行方面，从以前的经验主义到现在凡事讲原理、讲依据、讲科学。安全

环保工作的有序推进，从根本上保障了公司生产平稳运行。 

    （3）重视人文关怀，提升员工幸福感：报告期内，公司对工资体系进行了改革，实施“积分

制”工资制度，员工的收入将与工作岗位、工作量、工作能力、工作态度等关联，从多维度引导

员工与企业同发展、共命运。我们的学习积分正引导着员工在专业领域、管理领域不断地学习，



正在学习和将要学习的人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壮大，员工综合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公司将

因员工的提升得以更好发展，员工将因素质提升获得更大的价值认可。2019年，对于人才的定位

和管理，进入新的模式，真正的走进“筑巢引凤”时代。立体发展的“醋化印象”，高质量的发展

论坛，“员工幸福”的重要地位，青工发展的引导和规划，国际马拉松、森林城市各项活动中不断

的出现“NTAAC”“醋化股份”标牌，吸引了众多人才加入了醋化的建设队伍中。 

 

1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2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①2019 年 4月 30日，财政部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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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6月 15日发布的《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同时废止，根据该通知，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以下修

订： 

    资产负债表，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行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将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行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公司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财会[2019]6号文进行调整。 

    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②新金融工具准则 

    财政部于 2017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修订）》、《企业会

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套期会计（修订）》及《企

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于自 2019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参见第十一

节、五、10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根据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

资产划分为以下三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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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合同包含的

主合同属于金融资产的，不应从该混合合同中分拆嵌入衍生工具，而应当将该混合合同作为一个

整体适用金融资产分类的相关规定。 

    新金融工具准则以“预期信用损失法”替代了原金融工具准则规定的、根据实际已发生减值

损失确认减值准备的方法。“预期信用损失法”模型要求持续评估金融资产的信用风险，因此在

新金融工具准则下，公司信用损失的确认时点早于原金融工具准则。  

    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下列项目进行减值会计处理并确认损失准备： 以摊余成本计

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权投资；租赁应收款；财务担保

合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金融资产转移不符合终止确认条件或继续涉入被

转移金融资产所形成的除外）。 

    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除某些特定情形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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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

调整。 

    除此之外，本公司无其他的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报告期内，公司无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4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报告期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序号 子公司全称 简称 
持股比例(%) 

直接 间接 

1 南通立洋化学有限公司 立洋化学 100   

2 南通天泓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天泓国贸 100   

3 中国三奥集团有限公司 三奥公司   100   

4 南通宏信化工有限公司 南通宏信 100   

5 3A USA LLC 美国 3A   100 

本报告期合并范围比上期增加 1户，本公司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情况详见《2019年年度报告》“第

十一节 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