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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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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680000 股为基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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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宇科技 股票代码 002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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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国晓 郑乐东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古墩路 702 号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古墩路 702 号 

电话 0571-87830848 0571-87830848 

电子信箱 office@zanyu.com zq@zanyu.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仍集中在表面活性剂及油脂化学品制造产业，上述行业经过持续的行业整合已

进入较为健康的发展阶段，同时，随着国内环保安全监管的强化，行业进入门槛提升，公司作为行业龙头

企业的行业地位及市场份额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公司装置开工率提升，产销规模扩大，竞争力及盈利能力

得到进一步增强。2019年下半年，公司的表面活性剂及油脂化学品业务的起始原料棕榈油及棕榈仁油等的

价格持续大幅上涨，产品市场供需状况好转，加之公司精细化管理及节能降耗、降本增效、技术创新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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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持续推进，公司的盈利能力大幅提升。报告期内公司荣获“中国轻工业百强企业”、“中国轻工业科技百

强企业”、“中国日化百强”等荣誉；“中国轻工业磺化表面活性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获批成立。   

（一）表面活性剂业务 

公司生产的表面活性剂产品主要包括AES（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硫酸钠）、AOS（α-烯基磺酸钠）、磺

酸、MES（脂肪酸甲酯磺钠）为代表的阴离子表面活性剂，以6501（脂肪酸二乙醇酰胺）为代表的非离子

表面活性剂，依托浙江省表面活性剂重点研究院及重点实验室的技术研发能力，与科研院校、战略客户紧

密合作，持续加大新产品、新工艺的研发力度，巩固并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公司表面活性剂产品具有较好的去污、发泡、分散、乳化、润湿等特性，广泛用作洗涤剂、起泡剂、

润湿剂、乳化剂和分散剂。公司主要客户包括宝洁、联合利华、和黄白猫、蓝月亮、拉芳、纳爱斯、立白、

家化、榄菊、丰益油脂、正点、妙洁、立顿、拜尔斯道夫、绿伞、金鱼、威露士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日化企

业，销售区域分布在国内华东、华南、西南及华北区域，部分产品出口东南亚、欧美、中东等国家和地区。 

江苏赞宇10万吨液体洗涤剂项目已于2019年底建成投产，可为国内外品牌企业加工生产洗衣液、洗手液、

洗洁精、洗发水、沐浴露、漂洗液、消毒液等日化洗护用品，成为公司新的业绩增长点；眉山赞宇“年产

12万吨绿色表面活性剂项目”一期项目建设已全方位展开，土建工程和配套罐区已基本完工，车间工艺与

设备布置的设计也基本完成。河南赞宇“赞宇科技中原日化生态产业园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各项工作。    

（二）油脂化工业务 

油脂化工业务主要以工业棕榈油、动植物废油、油脚为原料，主要产品包括硬脂酸、脂肪酸、油酸、

单酸、二聚酸、聚酰胺树脂、单甘脂、甘油、脂肪酸盐及其他助剂等油脂化工产品，在日化、塑料、橡胶、

涂料、建材、医药、纺织、军工、冶金、矿产等领域均有广泛的应用，素有"工业味精"之称。公司生产的

各类油脂化学品除了在中国国内市场占有较好市场地位外，还远销东南亚、中东、欧洲等国家与地区。 

报告期内公司向双马化工出售了南通凯塔60%股权，收购了原由双马化工所持有的印尼杜库达30%股

权，将公司对印尼杜库达的持股比例提高到90%。公司出售南通凯塔股权，一方面全面解决了公司与双马

化工之间的纠纷，另一方面部分规避了南通凯塔在江苏地区较为激烈的商业竞争压力。杜库达由于原材料、

人工、运费、税费等方面的优势，生产成本明显低于国内企业，完成收购杜库达股权后，公司持有杜库达

90%股权，有利于公司整体盈利能力的提升。公司全面接管杜库达后，通过管理提升、针对性地技术改造

等方式，杜库达产量、销量已达历史最高水平。报告期内公司收购原由赞宇科地产业并购基金持有的湖北

维顿、天门诚鑫及江苏金马三家油脂化工企业，主要生产并销售油酸、单酸、二聚酸和聚酰胺树脂等，油

酸及其下游行业属于高附加值的特种油化品行业，公司完成对三家企业的收购后，在该细分行业也已接近

龙头地位。同时，公司完成对三家企业的收购后，在国内外油脂化工市场拓展方面发挥更大的协同效应，

显著巩固公司油脂化工行业地位。 

（三）第三方检测服务 

公司检测业务涉及食品、化妆品、洗涤用品、保健品、职业健康、安全卫生、环境污染、安全评价等

多个检测领域，主要业务集中在浙江省内，逐步向周边邻近省份区域拓展。报告期内食品检验板块逐步启

动整体运行，实行“团队作战，优势互补，各取所需”，职业卫生检测向省外、向相关行业多元化发展。各

检测公司不断引进检测技术人员，加大检测设备的资金投入，持续优化检测工艺流程，提供客观、公正、

高效的第三方检测服务，同时与政府部门、受检单位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保持公司检测业务的持续稳定增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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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污水治理服务 

控股子公司新天达美采用“STCC碳系载体生物滤池技术”，为城镇污水处理、湖泊水质净化与生态修复、

河流水生态保护、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等水资源利用提供技术解决方案、工程建设、装置设备和技术服务，

主要业务模式包括EPC、BOT、PPP等，在湖北省、重庆市、浙江省、江苏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等地区建

设和营运多个污水处理项目。 

报告期内新天达美通过与中冶南方、葛洲坝水务等实力雄厚的央企合作，以项目合作、组建联合体投

标等多种形式开拓市场，积极拓展新项目。同时，扎实推进原有项目的建设，精细管理已建成污水厂，进

一步增厚公司在污水处理环保产业的经营业绩。随着国家城镇化、美丽乡村建设的进一步加快，加之新天

达美已建成一套较为完善的客户技术服务体系，已成功进入湖北、宁夏、重庆、河南等地的污水处理工程

建设及运维市场，有较好的市场成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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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79,791,289.47 7,064,066,717.01 -6.86% 6,908,279,241.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4,196,262.59 178,075,369.20 98.90% 159,426,074.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3,500,737.14 24,250,984.62 1,027.79% 46,746,886.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3,223,024.70 563,774,728.72 -44.44% 189,606,565.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4 0.43 95.35% 0.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4 0.43 95.35% 0.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32% 8.08% 6.24% 7.57%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6,679,238,217.00 7,011,060,261.76 -4.73% 6,369,273,296.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89,811,092.05 2,267,062,353.68 18.65% 2,159,684,83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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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4,748,484.71 1,470,864,216.04 1,422,246,626.68 1,991,931,962.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843,542.83 142,761,667.32 48,895,988.18 118,695,064.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779,842.95 68,649,984.90 24,305,084.97 139,765,824.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3,446,008.08 -77,870,453.04 94,319,443.90 113,328,02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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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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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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4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3,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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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永银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56% 70,000,000 0 质押 17,680,000 

河南正商企业

发展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33% 39,436,800 0 质押 30,280,000 

方银军 境内自然人 6.81% 28,801,840 21,601,380 质押 22,835,840 

陈雨 境内自然人 5.39% 22,800,000 0 质押 22,800,000 

洪树鹏 境内自然人 2.81% 11,894,600 11,094,510   

陆伟娟 境内自然人 2.71% 11,435,528 0   

陕西省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

司－陕国投·金

玉 32 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1.89% 8,009,350 0   

邹欢金 境内自然人 1.84% 7,760,272 5,820,204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74% 7,356,200 0   

许荣年 境内自然人 1.67% 7,041,992 5,281,49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河南正商企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方河南嵩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合计持有

杭州永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00%的财产份额。2、除以上股东关联关系外，未知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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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公司表面活性剂及油脂化工主营业务经过持续的行业整合，行业已进入较为健康的发展阶段，

同时随着国内环保安全监管的强化，行业进入门槛提升，公司作为行业龙头企业的行业地位及市场份额进

一步巩固和提升，公司装置开工率提升，产销规模扩大，竞争力及盈利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2019年下半

年公司的表面活性剂及油脂化工业务的起始原料棕榈油及棕榈仁油等的价格持续大幅上涨，产品市场供需

状况好转，加之公司精细化管理及节能降耗、降本增效、技术创新等方面的持续推进，使公司的盈利能力

大幅提升。 

原材料价格的波动是影响公司利润的因素之一，2019年公司积极应对原材料价格波动影响，并取得了

较好的效果。首先，表面活性剂的上游原料是脂肪醇，脂肪醇的原料是棕榈仁油，公司会根据价格传导的

时间不一致性，选择采购脂肪醇或棕榈仁油，以减少波动；其次，公司根据原材料价格情况和公司的经营

情况，适当控制库存量的高低；第三，通过适度套期保值来降低原材料价格涨跌风险，第四，通过下游客

户代加工模式和上游长期供货协议降低原材料价格波动带来对产品利润的影响。公司表面活性剂及油脂化

学品的产品销售毛利较上年同期均有较好提升。 

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579,791,289.47元，较上年同期下降6.8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净

利润354196262.59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8.9%。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总额6,679,238,217.00元，较

年初下降4.73%；负债总额3,467,739,575.03元，较期初下降了16.2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2,689,811,092.05元，较期初增长了18.65%；资产负债率为51.92%，较期初下降了7.13个百分点。主要经

营情况如下： 

   （一）日用化工业务 

2019年，公司实现表面活性剂日化类产品营业收入2,691,680,024.22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60%，实现

产品销售毛利率13.81%，较上年同期上升了1.84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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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19年日化业务分为产品销售、客户来料加工两种销售模式，销售总量为45.12万吨，较上年同期

上升15.61%，另客户来料加工模式销售数量为10.40万吨，同比下降4.49%。除取得上述表面洗性剂产品营

业收入外，公司2019年实现加工类营业收入83,075,655.86元，较上年同期下降8.52%；实现加工类销售毛利

率25.81%，较上年同期上升2.27个百分点。报告期内公司在销售市场的定价话语权上升，辅料成本下降，

也有利于公司整体毛利率的提升。 

  （二）油脂化工业务 

2019年，公司实现各类油脂化学品营业收入2,877,511,417.36元，因为凯塔出售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22.71%，实现产品销售毛利率12.09%，较上年同期上升了1.37个百分点。报告期内，公司销售油化产品数

量为81.01万吨，较上年同期增长了22.94%。  

  （三）检测业务 

2019年，公司实现检测服务类营业收入133,134,537.07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0.66%，其中食品检测业

务呈现较快增长，政府全面进行全国性的食品安全监管改革，更加重视食品安全，利好食品检测业务；卫

生检测、环境检测业务受政府机构改革、市场竞争加剧等原因的影响，这两块业务收入略有下滑。随着第

三方检测业务市场准入门槛的逐步降低，市场竞争格局较为激烈，出现恶性竞争导致服务收费价格水平持

续下降，而第三方检测业务主要依靠人工服务，人力资源成本不断增加，2019年公司检测业务的销售毛利

率为44.61%，较上年同期下降了5.61个百分点。是由于杭州市环境检测科技有限公司经营业绩未达预期，

导致商誉减值 4,536,704.00 元。 

  （四）环保业务 

2019年，公司年实现环保工程及运维服务营业收入469,758,990.47元，销售毛利率为43.03%，同比上升

2.7个百分点。新天达美按工程施工进度分别确认土建收入、安装收入及运维收入，今年主要确认土建工程

收入449,576,373.66元，同比上升9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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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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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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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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五、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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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报告期内，公司之控股子公司科地基金，于2019年12月31日取得对金马油脂公司控制权，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2）本报告期内，公司之控股子公司科地基金，于2019年6月30日取得对诚鑫化工公司及维顿生物公司的控制权，将其 

     纳入合并范围。 

（3）本报告期内，公司以现金出资方式投资设立河南赞宇公司非全资子公司，并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4）本报告期内，公司以现金出资方式投资设立眉山赞宇公司全资子公司，并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5）本报告期内，公司出售南通凯塔子公司，不再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赞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方银军 

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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