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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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了带强调事

项段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21]005638号），具体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广东榕泰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大华核字[2021]003844号）、《董

事会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及《监事会关于对<董事会

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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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公司 2020年年度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负及公司目前资产流动性较紧，公司决定 

2020年度不进行现金分红，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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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榕泰 60058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宝生 郑耿虹 

办公地址 广东省揭阳市揭东经济开发区西侧 广东省揭阳市揭东经济开

发区西侧 

电话 0663-3568053 0663-3568053 

电子信箱 600589@rongtai.com.cn 600589@rongtai.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营业务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化工材料和互联网综合服务。化工材料方面主要为从事氨基复合材料（新

材料）、苯酐及增塑剂等化工材料的生产和销售。公司是当前国内外氨基复合材料生产与销售的龙



头企业，拥有生产 ML氨基复合材料的自主知识产权，具备较强的研发和创新能力。互联网综合服

务是公司全资子公司森华易腾的业务，主要包括互联网数据中心（IDC）、云计算、CDN等业务。 

  （二）公司经营模式 

1、化工材料方面 

（1）、采购模式  

公司采购部根据生产管理部提供的生产需求计划，编制年（月）度采购计划。需求和生产计

划采取循环采购的方式，正常情况下，针对主要生产原材料，本公司保证有一至三个月的安全库

存。 

（2）、生产模式  

公司主要采取以销定产和零星产销相结合的销售模式。本公司供销部根据客户需求计划制定

业务需求给生产管理部，生产管理部根据业务需求及库存状况制定出月产计划及周生产计划，各

生产单位根据生产计划和生产产品型号要求指令实施生产。  

（3）、销售模式   

公司与客户签订销售合同时，主要采取两种合同方式：一种是与顾客签订年度供销框架合同，

订单期限一般为一年，先行确定一年内的供货品种和总供货量，具体交货时，根据客户提供的出

货计划以及预估信息作为生产安排的基础，根据顾客提供的计划进行出货；另外一种是接收到顾

客的订单，对于订单进行评审，双方签订合同后，通知生产管理部门安排生产，最后根据合同或

者顾客要求 进行安排出货。  

2、互联网综合服务方面 

（1）、IDC 

森华易腾经过多年的业务发展，专注于互联网娱乐行业（包括音乐、视频、游戏、电子商务、

APP）客户资源的积累，主要为互联网娱乐行业相关客户提供 IDC及其增值服务。 

森华易腾在整个 IDC业务链条中的角色如下表所示： 

序号 业务角色 业务描述 

1 基础电信运营商 

提供基础网络和带宽。目前，我国电信行业包括中国电信、中国

移动和中国联通三大基础电信运营商。三大运营商同时能提供移

动、固话以及互联网等各种服务 

2 
IDC 服务提供商

（森华易腾角色） 

掌握 IDC 相关增值服务的关键技术，通过租用电信运营商的网

络、带宽和机房，为内容提供商提供主机托管等 IDC及增值服务。 

3 
互联网内容提供

商 

互联网内容提供商，主要包括门户网站，视频音频媒体网站，网

络游戏网站，在线软件，电子商务网站及企业应用、APP等，为

IDC服务提供商的下游客户 

4 互联网终端用户 

即为最终网民，通过电信运营商的基础网络接入互联网，享受内

容提供商提供的浏览网页、视频点播、直播、下载、游戏、网上

购物等服务，间接使用互联网业务平台服务，是服务的最终用户 

依托于 IDC 平台，森华易腾对外提供防火墙、入侵检测系统、入侵防御系统、漏洞扫描、防

分布式拒绝服务(DDoS: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攻击等硬件级安全支持；提供操作系统、

数据库、Apache等系统、应用级服务；提供端口备份、域名系统解析、电力增容等基础服务；提

供 7x24小时网络监控服务。针对大型定制客户，森华易腾成立专门代维团队，全方位接管客户运

维需求，为客户提供个性化、全面的定制服务。。 

（2）、云计算 

2012年，森华易腾完成云计算布局，并正式对外提供公有云服务，经过多年的研发运营，森

华云已经成长为集多功能、高可用、全服务的成熟公有云。  



森华云平台采用 Openstack 技术搭建，云主机服务于 2016 年 3 月份通过数据中心联盟可信

云认证。森华云主机能够实现秒级创建、秒级计费，各项服务组件及操作均达到秒级响应，数据

持久性超过 99.9999%。森华云加速服务采用融合架构，通过领先的监控及调度技术，为客户提供

优质的 CDN 服务节点资源，保障服务质量。 

（三）行业情况 

1、化工材料方面 

近年来，公司所处的化工原材料及化学制品行业受国内经济结构调整、行业产能过剩影响，

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速度放缓。公司主打产品氨基复合材料（新材料）的下游客户主要为出口导向

型企业，产品的市场需求量仍将可能保持较长时间段内在低位徘徊。受下游客户需求整体平淡影

响，要求企业必须生产出更加优质的产品和更加高品质的服务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而国内化工

行业整体格局也将向更加节能环保，向产品功能化和生产基地大型化一体化转变。 

2、互联网综合服务方面 

我国 IDC 行业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近几年，政府不断加强政策引导、开放 IDC 牌照，同

时移动互联网、视频、游戏等新兴行业发展迅速，推动 IDC行业高速发展。2020 年 3月 4日，中

央政治局常委会将数据中心建设列入“新基建”范畴，将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 

云计算将成为下一代互联网数据中心发展的核心技术及主要方向，该技术可实现数据中心虚

拟化地利用资源，极大地提供了互联网和传统企业的 IT系统运营效果，并最大化地利用已有物理

资源，节省用户投资。 

在国家“宽带中国”战略，以及互联网视频，电子商务，云计算，移动 4G、5G 发展的带动下，国

内 CDN行业和 IDC的需求正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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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3,641,421,244.81 4,258,479,324.22 -14.49 5,404,921,478.06 

营业收入 1,065,537,219.18 1,427,743,202.53 -25.37 1,700,106,368.49 

扣除与主营业

务无关的业务

收入和不具备

商业实质的收

入后的营业收

入 

1,065,537,219.18 / / /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215,245,561.50 -624,387,137.95 94.63 153,683,078.7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221,657,642.29 -796,032,059.54 53.47 114,685,206.9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315,933,970.38 2,531,179,531.88 -48.01 3,185,043,564.64 

经营活动产生 -325,375,692.99 69,937,285.32   414,991,895.11 



的现金流量净

额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1.73 -0.89 94.63 0.22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1.73 -0.89 94.63 0.22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63.18 -18.53 减少44.65个百

分点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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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566,859.22 249,252,822.34 261,981,538.96 337,735,998.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0,441,217.08 8,485,980.11 1,283,432.08 -1,235,456,190.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7,942,140.58 7,852,609.79 -1,999,771.86 -1,235,452,620.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61,822,126.21 43,562,354.12 -5,995,088.37 198,879,16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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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0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0,52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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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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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榕泰高级瓷具有

限公司 

  137,717,274 19.56   质押 75,00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揭阳市兴盛原料有限

公司 

  80,140,000 11.38   质押 60,06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高大鹏   56,266,804 7.99   质押 34,914,000 境内

自然

人 

肖健   46,036,477 6.54   质押 32,430,000 境内

自然

人 

杨宝生   6,475,713 0.92   无   境内

自然

人 

张秀   5,565,500 5,565,500 0.79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辛华 701,800 1,767,200 0.25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邓柏林 520,000 1,290,000 0.18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姜方滨   1,214,595 1,214,595 0.17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廖伟忠                                                                                                                                                                                                                                                                                                                                                                           -120,000 1,150,000 0.16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上述股东中广东榕泰高级瓷具有限公、揭阳市兴盛化工原

料有限公司和杨宝生是一致行动人；2）未知其他流通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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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20 年度，公司经营情况： 

1）、化工行业：受疫情影响，ML 材料产品生产 82,530 吨，销售 79,612 吨，生产量比上年减少 30.27%，

销售量比上年减少 31.36%；本年公司研发新增了改性聚氯乙烯等其他化工产品，苯酐、二辛酯及

其他化工类产品生产 49,933 吨，销售 49,268 吨，生产量比上年增加 287.05%，销售量比上年增加

311.75%；在疫情影响及国际贸易形势不利的大背景下，公司着力保持做好龙头产品 ML 材料的产

销工作，并积极开发拓展新产品新领域，化工行业总体营业收入比上年下降 9.88%。 

2）、互联网综合服务行业：受联通鲁谷机房光纤中断影响，公司多线带宽服务优势减弱，加上本

期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新客户签署难度增加，大客户无法扩容，产生用户流失等问题，没有自

有机房制约公司业务发展因素更加显现，公司全年主营收入 27,998.56 万元，同比下降 30.04%。 

3）、受原料价格波动及公司降价提高产品竞争力影响，公司化工行业产品中的 ML 材料产品毛利

率下降约 3.00 个百分点，苯酐及二辛酯类产品受市场需求不足竞争加剧影响产销量明显下降，新

开发其他化工产品由于新上市需压价提高竞争力，综合造成本类产品毛利率下降了约 2.79 个百分



点，互联网综合服务业务毛利率也有明显下降；由于子公司森华易腾经营业绩持续下降，公司对

收购森华易腾资产组价值聘请中介机构进行评估，结果继续减值，同时公司当期依据审慎原则，

对合并范围内资产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及测试，对相关资产计提了相应的减值准备及核销，从而造

成本年公司经营业绩出现大幅度亏损。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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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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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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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 6户，具体包括：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北京森华易腾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揭阳市天元投资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 80.00 80.00 

张北榕泰云谷数据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深圳金财通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北京云众林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北京飞拓新创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控股孙公司 二级 58.50 58.50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增加 1户，减少 0户，其中： 

1、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

的经营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北京飞拓新创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出资设立控股孙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