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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26                               证券简称：永太科技                           公告编号：2017-14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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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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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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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576-85588006 0576-85588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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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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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化学品及新能

源锂电材料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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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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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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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锂电材料主要有六氟磷酸锂、双氟磺

酰亚胺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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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细氟化工下游产业涉及医药、农药、电子及新能源等国计民生必需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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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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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1,748,536,267.61 1,542,012,579.18 13.39% 1,061,449,342.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7,018,947.34 144,265,024.50 92.02% 83,342,432.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9,901,523.06 141,585,672.82 -57.69% 72,948,958.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4,232,459.78 66,258,151.20 27.13% 166,637,109.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 0.18 94.44% 0.1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 0.18 94.44% 0.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02% 8.22% 5.80% 7.25%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4,465,095,065.68 3,437,064,233.35 29.91% 2,518,185,780.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92,936,678.64 1,872,125,239.05 11.79% 1,689,114,05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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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706,400.72 514,514,148.50 377,107,306.49 440,208,411.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146,661.11 72,734,414.81 11,880,004.69 154,257,866.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924,751.87 66,808,640.10 8,381,206.04 -52,213,074.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4,151,680.23 -45,908,185.45 67,775,409.34 -21,786,44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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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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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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76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75,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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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4% 190,355,000 142,766,250 质押 142,75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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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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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5% 10,000,000 0   

东吴基金－上海银行－渤海国际

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79% 6,327,788 0   

曾鸿斌 境内自然人 0.71% 5,641,100 0   

北京天圆胜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3% 4,226,072 0   

罗建荣 境内自然人 0.39% 3,085,000 2,313,750   

东海基金－工商银行－东海基金

－鑫龙 96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36% 2,859,038 0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

证移动互联网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31% 2,51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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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曾鸿斌先生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 5,042,7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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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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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6年，全球经济维持缓慢复苏态势，我国适时推出多项稳增长政策也初见成效。但宏观经济虽出现企稳迹象，整体形

势依然存在不确定性。在此大环境下，公司坚定立足主业，始终坚持稳中求进，踏实向上的方针，在开拓市场、提升质量、

加大安全环保体系建设的同时，在产品创新、技术升级、产业链延伸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售收

入 1,748,536,267.61元，同比增长13.3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77,018,947.34元，同比增长9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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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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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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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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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分别收购浙江卓越精细化学品有限公司、上海智训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100.00%股权，被合并方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价值依据评估值确认，纳入合并范围。 

本期设立浙江永太手心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子公司）、邵武永太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子公司）及E-TONG 

CHEMICAL(HONGKONG)CO.,LIMITED（香港浓辉，孙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4）对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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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4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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