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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26                              证券简称：永太科技                          公告编号：2016-38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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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8,610,481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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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永太科技  股票代码 00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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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涛 陈丽萍 

办公地址 
浙江省化学原料药基地临海园区东海第

五大道 1 号 

浙江省化学原料药基地临海园区东海第

五大道 1 号 

传真 0576-85588006 0576-85588006 

电话 0576-85588006 0576-85588960 

电子信箱 daitao@yongtaitech.com zhengquan@yongtaitech.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行业内产品链最完善、产能最大的苯系列氟精细化学品的生产商之一，主要经营医药、农药和电子化学品业务，

主要为国际巨头相关企业提供定制生产、研发和技术服务。 

   医药化学品产品主要有心血管类药物、糖尿病类药物、精神类药物、抗感染类药物及抗病毒类等医药的含氟中间体；电

子化学品产品主要有含氟单晶中间体、单晶及平板显示彩色滤光膜材料（CF光刻胶）等；农药化学品产品主要有含氟类除草

剂、杀菌剂、杀虫剂中间体的生产和销售，以及农药原药和制剂的批发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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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细氟化工下游产业涉及医药、农药、电子等国计民生必需品，其对于促进下游产业的升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

需求具有一定的刚性，市场较为稳定，在经济下行趋势下仍具有一定的抗周期性，也是国家政策鼓励与扶持的行业之一，未

来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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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 年 

营业收入 1,542,012,579.18 1,061,449,342.59 45.27% 769,622,807.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4,265,024.50 83,342,432.30 73.10% 19,848,261.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1,585,672.82 72,948,958.69 94.09% -1,464,109.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258,151.20 166,637,109.98 -60.24% 22,253,631.0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2 50.00% 0.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2 50.00% 0.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22% 7.25% 0.97% 1.87%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3,437,064,233.35 2,518,185,780.75 36.49% 1,971,990,481.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72,125,239.05 1,689,114,056.92 10.83% 1,005,204,654.1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75,124,865.03 448,427,663.32 388,834,244.91 429,625,805.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205,194.25 72,456,049.48 18,604,759.98 14,999,020.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7,794,984.04 60,324,670.70 26,698,017.17 16,768,000.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344,529.96 -27,315,759.74 134,587,773.12 -79,358,39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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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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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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772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93,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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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莺妹 境内自然人 24.13% 192,740,720 145,151,970 质押 133,092,000 

何人宝 境内自然人 18.58% 148,400,000 111,300,000 质押 48,600,000 

浙江永太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31% 50,400,000 0 质押 45,000,000 

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63% 12,991,034 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国有法人 1.51% 12,068,966 0   

东海基金－工商银行－东

海基金－鑫龙 75 号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1.31% 10,472,577 0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0% 4,788,735 0   

钟建新 境内自然人 0.45% 3,580,000 0   

罗建荣 境内自然人 0.39% 3,085,000 2,673,750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30% 2,385,72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何人宝先生与王莺妹女士是夫妻关系，两人持有浙江永太控股有限公

司 100%股权。除此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余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注：王莺妹女士报告期末持股数量按个人证券账户和其委托中大期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大期货”）成立的中大期货-

互换通 1 号资产管理计划合并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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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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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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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 年，全球经济依然未实现有效复苏，全球经济增速创 6 年以来新低，对我国经济造成直接冲击和影响，整体经济

下行，需求不振。而氟化工行业在整体经济弱势、增速放缓的大环境下，中低端产品产能过剩的情况进一步凸显，但 ODS

替代品、高性能氟聚合物以及含氟精细化学品等产业链中后端产品则受益于下游市场的快速增长，仍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 

在此环境下，公司坚定执行年初制定的发展规划，充分利用在业内的品牌优势与市场竞争力，始终围绕加大市场开拓力

度、加大新产品研发与产品结构调整开展经营，在2015年保持了持续与稳定的增长,实现销售收入1,542,012,579.18元，同

比增长45.2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44,265,024.5元，同比增长7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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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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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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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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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期对全资子公司滨海永利化工贸易有限公司进行清算注销，滨海永利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2、本期公司全资子公司滨海永太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江苏启创化工有限公司，江苏启创化工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前 2015 年

1-7 月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纳入合并范围，资产负债表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3、本期收购上海浓辉 100.00%股权，2015 年 7 月开始纳入合并范围。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5、对 2016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莺妹            

 

                                                                                                                                

2016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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