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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20                           证券简称：吉林化纤                           公告编号：2019-02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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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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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化纤 股票代码 00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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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建国 徐鹏 

办公地址 吉林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昆仑街 216 号 吉林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昆仑街 216 号 

传真 0432-63502329 0432-63502329 

电话 0432-63502452 0432-63502331 

电子信箱 xjg6806@163.com xxp9410@qq.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粘胶纤维的生产和销售，从事醋酐的生产和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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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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2,562,401,716.87 2,197,822,695.20 16.59% 1,394,519,259.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2,413,848.35 85,594,136.00 54.70% 32,504,732.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0,438,519.47 78,057,013.15 67.11% 28,842,547.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7,100,494.21 31,664,179.90 459.31% -114,705,111.4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72 0.0433 55.20% 0.027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72 0.0433 55.20% 0.02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8% 3.12% 1.56% 1.53%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 7,140,258,060.55 6,180,131,201.36 15.54% 4,620,704,177.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919,265,790.68 2,786,837,633.82 4.75% 2,701,243,49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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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8,992,319.14 714,801,133.90 651,073,976.35 617,534,287.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381,273.52 68,395,511.20 49,225,461.10 4,411,602.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469,995.65 67,890,595.80 49,018,703.78 5,059,224.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55,386.38 16,088,186.80 -4,543,044.10 159,599,96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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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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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471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69,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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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化纤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6.14% 318,067,074 244,189,026 质押 158,630,000 

东海基金－兴 境内自然人 5.02% 99,022,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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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银行－蒋丽

霞 

财通基金－上

海银行－王锋 
境内自然人 4.75% 93,535,310    

深圳东升峥嵘

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62% 71,428,574   71,428,274 

深圳创亿宏业

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62% 71,428,574    

迪瑞资产管理

（杭州）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43% 67,669,172   67,669,172 

合肥市尚诚塑

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43% 67,669,172   67,669,172 

吉林化纤福润

德纺织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3.23% 63,556,800 62,500,000  31,770,000 

方威 境内自然人 3.00% 59,192,547    

杭州羽南实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67% 52,631,576   52,631,57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国有股东--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吉林化纤福润德纺织有限公司是母子公

司与其他股东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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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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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同期变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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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否 

2018年，面对复杂的经济环境，在公司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公司董事会积极应对，克服了中美贸易战、金融去杠杆、

产能过剩以及环保升级等不利因素，较好的完成了生产管理、经营拓展、项目建设、创新升级、党建文化等工作，呈现出逆

势增长的局面。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 

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256,240万元，同比增长16.59%；实现净利润13,241万元，同比增长54.70%。 

（一）、立足主业，增量升级 

一是围绕“质量攻关、产品升级”做强主业，2018年实现粘胶长丝产量、质量达到历史最好水平，真正实现股份公司规

模效益同增长。 

二是积极推进定向增发工作，进一步谋划粘胶长丝的募投项目—1.5万吨差别化连续纺长丝项目的建设。 

（二）、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 

吉林化纤作为吉林市唯一控股上市公司延伸发展碳纤维材料，是公司建成全球一流纤维及相关延伸产品供应商的必由

之路。 

一是根据公司“求壮大”的发展规划，并结合吉林市国资改革方向——全面支持唯一控股上市公司吉林化纤的发展，逐

步实现优质国有资产证券化，全面提升吉林化纤核心竞争力，2018年6月份，公司收购了吉林市国兴新材料产业投资有限公

司持有的吉林精功碳纤维有限公司18%股权。 

二是2018年6月28日，公司又拟与精功(绍兴)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在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方面进行战略合作，双方拟在碳

纤维及其复合材料方面进行战略合作，共同研发和制造复合碳纤维，在航空航天、国防军工、交通运输、汽车轻量化、风电

等领域进行合作，优先考虑轨道交通、风电、运输槽罐罐体等领域的合作。 

（三）、加快产品结构“三化”升级 

公司始终坚持“三化”持续升级，一是传统产品优质化升级；二是规模产品差别化升级；三是新产品产业链一体化升级，

通过“三化”升级，使公司产品在国内外高端市场领域多点发力，产品毛利率、差别化率、市场占有率不断得到提升。 

（四）加大环境治理投入 

根据2017年国家环保督察组督察意见，完善环保管理体系，建立、健全了《股份公司环保岗位责任制》、《环保设施

运行管理制度》、《环境管理考核标准》等相关环保制度，进一步明确各级人员职责。认真梳理厂内环境保护方面的规章制

度，进行完善，制定了环保管理制度。根据我厂具体情况，组织各车间进行环保事故应急演练。对于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进行重新制定并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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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粘胶长丝 2,116,127,718.97 434,175,197.59 20.52% 25.53% 85.67% 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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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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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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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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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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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