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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64                           证券简称：华峰氨纶                           公告编号：2020-018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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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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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3519221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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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峰氨纶 股票代码 002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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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亿伦 李亿伦 

办公地址 
浙江省瑞安经济开发区开发区大道 1788

号 
浙江省瑞安经济开发区开发区大道1788号 

电话 0577-65178053、0577-65150000 0577-65178053、0577-65150000 

电子信箱 li.yilun@huafeng.com li.yilun@huafeng.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氨纶纤维、聚氨酯原液、己二酸等聚氨酯制品材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公

司深耕聚氨酯行业多年，主导产品氨纶、聚氨酯原液、己二酸均处于行业龙头地位，在品牌、技术、市场

等方面的有着深厚的积淀，经营稳健，产品竞争优势突出。 

报告期内，公司年产氨纶近15万吨，位居全球第二、中国第一，待重庆氨纶年产10万吨差别化氨纶项

目达产后，公司氨纶产能将突破20万吨/年。子公司华峰新材目前已具备年产42万吨聚氨酯原液、54万吨己

二酸的生产能力，聚氨酯原液和己二酸产量均为全球第一，并且目前正在扩建新的生产线，扩建之后己二

酸年产量达75万吨。公司聚氨酯鞋底原液产量国内市场份额占比60%以上，己二酸产量国内市场份额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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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以上。 

1、氨纶 

氨纶又名聚氨酯弹性纤维，是一种性能优异的化学合成纤维，具有伸长率大、弹性模量低、耐疲劳性

好、强度较低、密度小，耐腐蚀、耐晒、耐热、耐光、抗老化，对染料有良好的亲和力、染色性好等特点，

在织物中加入少许氨纶，就能显著改善织物性能，提高织物的档次。 

公司是国内氨纶行业发展最早、技术最成熟的企业之一，也是目前国内产能最大的氨纶生产企业，现

已形成了圆机、经编、包纱等专业氨纶产品，以及高回弹经编氨纶、耐高温氨纶、耐氯氨纶、黑色氨纶、

纸尿裤用氨纶等差异化氨纶系列产品。公司商标“千禧”为中国驰名商标、浙江省著名商标，“千禧牌氨纶丝”

被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认定为浙江省名牌产品。公司以直销为主、经销为辅，已建立了完善的销售网络

和售后服务系统。 

2、聚氨酯原液 

聚氨酯是一种新兴的有机高分子材料，具有性能范围广、适应性强、耐磨性能好、粘接性能好、耐老

化、弹性及复原性优良等诸多优良特性，被誉为“第五大塑料”。 

公司子公司华峰新材拥有的“聚峰”商标为中国驰名商标，主导产品“聚峰”牌聚氨酯原液系列产品荣获

浙江名牌产品与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知名品牌产品等称号，被广泛应用于制鞋、汽车、建筑、军工等领域。 

公司聚氨酯原液产品销往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聚氨酯鞋底原液国内市场份额达到60%以上，并

在南非、巴西、越南、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等地建有完善的销售和服务网络，国内主要制鞋厂商以及

耐克、阿迪达斯、斯凯奇、亚瑟士、李宁等世界著名运动产品制造企业，都直接或间接使用公司产品。 

3、己二酸 

己二酸，是环保型基础化学原料，是无毒无味的白色结晶体，广泛应用于国民生活中，是尼龙66纤维

及工程塑料、热塑性聚氨酯弹性体（TPU）、聚氨酯泡沫、合成革（PU）、合成橡胶等主要原料，可作为

食品酸化剂、酯类增塑剂和纺织品处理剂，以及用于医药、农药、香料、粘合剂与助焊剂等生产，是建设

未来美好新生活必不可少的中间体材料。 

公司己二酸产品销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内市场份额达到30%以上，直销及经销商共同合作服

务于日本、韩国、台湾、欧盟、土耳其、中东、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俄罗斯、南

非、墨西哥、阿根廷等国家和地区的客户。 

（二）经营模式 

公司始终坚持走“做强主业、适度多元、产融结合”的发展道路，聚焦聚氨酯产业链发展。作为全球聚

氨酯制品材料行业龙头企业，打造上下游产业一体化产业格局，抵御行业周期，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和抗风

险能力，利用在原料采购、销售渠道、技术研发、生产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互补，实现良好的协同发展效应，

提高公司综合实力、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生产模式：公司采用基地生产管理，总部统筹的生产运营模式。根据年度生产经营计划制定生产目标，

以产定销，依据市场需求及装置状况进行动态调整。 

采购模式：公司生产所需主要原料为纯苯、MDI、PTMG等大宗原料，随着产业一体化体系的建立，

市场地位进一步扩大，积极开拓原料采购渠道，与供应商建立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原料的稳定供应与议

价能力均得到有效提升。 

销售模式：公司销售模式为直销为主，经销为辅，销售网络由公司营销部门和经销商组成。合理预判

市场变化，不断优化销售模式和渠道，完善市场布局，强化产销协同，实现产销平衡和效益最大化。 

（三）行业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受全球经济增速持续放缓，贸易摩擦频发，大宗原材料价格下行等因素影响，公司主要产

品价格较上年同期呈下滑趋势。公司所处行业面临：经济下行，环保压力进一步加大，产品需求增速放缓，

行业产能供需失衡，下游产业转移及转型升级压力加剧等诸多压力。 

虽然目前行业面临诸多不利因素，但长期而言，处于重要战略发展机遇期的中国经济仍拥有强大的韧

性、巨大的潜力，随着国内供给侧改革的深入，产业升级、消费升级，均将给化工行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

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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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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注：2017 年调整后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7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3,785,247,595

.36 

4,435,713,892.

78 

15,129,045,618

.94 
-8.88% 

4,149,684,213.

89 

12,390,718,219

.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841,482,202.
93 

445,221,408.85 
1,936,769,074.

32 
-4.92% 385,495,562.21 

1,265,125,499.
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89,096,639.45 430,158,271.43 431,241,252.82 13.42% 348,782,812.16 349,228,549.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850,968,124.
45 

863,449,028.61 
1,625,147,392.

81 
75.43% 355,594,911.92 802,581,557.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3 0.27 0.45 -4.44% 0.23 0.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3 0.27 0.45 -4.44% 0.23 0.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83% 12.35% 27.67% -0.84% 12.02% 20.48%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7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16,974,610,097

.67 
5,938,456,793.

43 
14,588,080,236

.81 
16.36% 

5,562,088,442.
38 

13,169,503,750
.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7,760,604,436.

94 

3,801,235,811.

57 

7,189,699,873.

79 
7.94% 

3,400,063,103.

36 

6,799,557,016.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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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5,958,562.68 944,322,070.31 1,180,093,943.00 10,504,873,019.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11,189,679.73 125,969,979.86 119,917,864.60 1,484,404,678.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6,107,593.25 123,804,379.42 119,614,969.20 139,569,697.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16,268,902.64 190,585,865.43 219,438,473.18 2,224,674,88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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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2月公司完成了华峰新材的收购，前三季度数据按已披露定期报告填列，上述财务指标加总数按

2019年度报告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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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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89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58,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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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华峰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2.07% 2,237,942,524 1,740,582,524   

尤小平 境内自然人 9.27% 398,522,485 361,804,485   

尤小华 境内自然人 7.60% 326,774,912 314,563,106   

尤金焕 境内自然人 7.53% 323,763,106 314,563,106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96% 41,315,70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64% 27,410,202    

陈林真 境内自然人 0.47% 19,990,100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7% 16,013,109    

杜小敏 境内自然人 0.32% 13,800,000    

中欧基金－农

业银行－中欧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32% 13,728,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华峰集团、尤小平、尤小华、尤金焕、陈林真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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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公司在原有优势产业基础上，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优势，以重大资产重组的方式将控股股东

华峰集团旗下最优质的聚氨酯资产华峰新材装入上市公司体内，实现产业链整合延伸，从化学纤维行业延

伸到基础化工原料及聚氨酯制品材料制造领域，利用各自产业领域内的优势，通过资源整合，将单一产品

优势转换为系统竞争优势，将进一步发挥各产业板块在研发、市场、渠道、管理等方面的协同优势，进一

步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提升全球竞争力、打造世界级聚氨酯制品材料企业的战

略举措。 

目前，公司氨纶产能与产量均位居全球第二、中国第一，聚氨酯原液和己二酸产量均为全国第一，是

聚氨酯行业领军企业，通过本次资产重组将充分发挥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效应，发挥龙头企业优势。本次重

组后，公司产品线更加丰富、产业链更加完整，进一步优化了资产结构，提升了创新能力、盈利能力、抗

风险能力及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从氨纶行业龙头到全球聚氨酯制品行业龙头的跨越式发展。 

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下滑，不确定性因素频发，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经济环境和严峻的市场形势，

公司围绕既定发展战略及年度经营方针，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聚焦重点、补短板，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深挖潜力提质增效，把控市场强化运营，注重科技创新能力提升，有效化解宏观经济下行、产品价格下滑

等不利因素，全面完成年度经营任务，经营指标稳居行业前列。 

本次交易完成后，2019年末，公司总资产1,697,461.01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776,060.44

万元，较追溯调整前公司2018年末的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分别增长了185.84%、104.16%；

2019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78,524.76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4,148.22万元，较追溯

调整前公司2018年度的营业收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增长了210.78%、313.61%。本次交易

显著提升了上市公司业务规模和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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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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纤维 4,364,939,912.04 974,483,928.53 22.33% -1.04% -3.11% -0.48% 

化工新材料 6,408,279,937.25 1,606,253,396.82 25.07% -10.13% 5.21% 3.66% 

基础化工产品 2,743,514,296.08 672,635,555.26 24.52% -19.77% -31.49%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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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2 月公司完成收购华峰新材，构成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故公司自 2019 年初将华峰新材纳入合并会计报表范围，

报告期内上述财务指标发生较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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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报告第十二节 五、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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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报告第十二节 八、合并范围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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