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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07                           证券简称：建新股份                           公告编号：2017-007 

河北建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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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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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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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544338522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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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新股份 股票代码 30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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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建民 刘强 

办公地址 沧州市清池南大道建新大厦 9 楼 沧州市清池南大道建新大厦 9 楼 

传真 0317-3598366 0317-3598366 

电话 0317-3598366 0317-3598366 

电子信箱 cxw@jianxinchemical.com jxzqb300107@12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为苯系中间体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产品涵盖染料中间体、纤维中间体和医药中间体三个系列，广泛应用于

造纸、染料、医药、纤维等诸多领域。公司以“间氨基” 产品为母核，向下延伸生产“2,5酸”、“间羟基”、“间氨基苯酚”

等染料中间体和医药中间体，并对“间氨基”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进行深加工，研发生产“3,3′-二硝基二苯砜”

等纤维中间体，实现了产品的延伸循环，形成了“一链三体”的业务格局。公司主要产品处于中间体产业链的高级中间体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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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高级中间体与初级中间体的主要区别在于其在产业链的位置更接近终端消费品，产品的技术水平高于产业链中距离终端

消费品较远的初级中间体，相应的附加值也更高。 

主要产品苯胺-2，5-双磺酸单钠盐、间氨基苯磺酸、间羟基-N，N-二乙基苯胺、间氨基苯酚及压热敏染料等各项技术指

标均达到行业领先水平，目前已有多个产品进入高端应用领域。产品畅销欧、美、日、韩、台湾、香港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2,5酸、间羟基、间氨基、间氨基苯酚等产品全球市场占有率居于前列，3,3-二氨基二苯砜、4,4-二氨基二苯砜是制

备复合材料专用固化剂，其制备的复合材料主要用于飞机机身生产。3,3-二氨基二苯砜是硝基苯磺化过程中的副产品，属公

司生产的专有产品，生产技术和生产成本极具优势。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稳定发展，主营业务没有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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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189,776.51 415,550,819.77 -20.30% 466,351,108.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752,799.95 23,150,722.56 -1.72% 40,579,161.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295,041.67 23,862,244.66 -10.76% 40,209,956.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8,036,744.44 61,867,252.26 90.79% 105,069,238.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2 0.043 -2.33% 0.0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2 0.041 2.44% 0.0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0% 2.63% -0.13% 4.81%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943,376,535.03 944,945,588.25 -0.17% 913,761,676.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10,291,656.75 896,858,131.32 1.50% 863,881,1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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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307,932.95 96,796,610.57 55,934,834.54 82,150,398.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12,249.84 8,156,133.03 3,950,268.64 6,034,148.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820,068.17 8,027,500.82 3,530,818.43 5,916,654.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591,731.72 26,036,745.54 39,877,356.91 21,530,9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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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55 年度报告披 22,284 报告期末表 0 年度报告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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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股股东总

数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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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守琛 
境内自然

人 
39.64% 215,768,643 161,826,482   

朱泽瑞 
境内自然

人 
6.61% 35,961,440 26,971,080   

黄吉芬 
境内自然

人 
3.67% 19,978,577 14,983,933   

陈学为 
境内自然

人 
1.55% 8,461,327 6,345,995   

朱秀全 
境内自然

人 
1.54% 8,391,082 6,293,312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

互联网加股

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32% 7,177,253 0   

华润深国投

信托有限公

司－聚恒1期

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29% 7,000,000 0   

刘锐浛 
境内自然

人 
0.91% 4,975,800 0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工银

瑞信创新动

力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自然

人 
0.82% 4,444,717 0   

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74% 4,014,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朱泽瑞为朱守琛之女，黄吉芬为朱守琛的配偶，朱秀全为朱守琛的侄子；其

他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性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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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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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2015 年 同期变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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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一链三体”业务格局进一步优化，在巩固染料中间体产品市场优势地位的同时，以间氨基苯酚为代表

的医药农药中间体、以三三砜、四四氯笨砜为代表的纤维中间体市场份额进一步提高，募投项目新产品在主体经营业务中所

占的比重稳步提升，对于公司经营业绩的贡献逐步加大，使公司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制造业困难和市场低迷已成为新常态

的严峻形势下提高了抗风险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克服国际、国内市场持续低迷影响，营业收入与上年度相比有所下降，公司通过加强成本控制和对部分

产品实施控量保价的积极措施，整体产品毛利率与去年同期相比基本保持稳定，全年业绩与去年基本持平。报告期内，公司

募投项目涉及的医药中间体和纤维中间体实现了稳步增长，随着产销量规模的扩大和产品盈利能力的逐渐增强，为公司多元

互补的盈利模式提供的有力补充，稳定了公司的市场地位，提高了公司的发展潜力。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为33,118.98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20.3%；营业成本为26,330.51万元，较去年下降21.16%；

利润总额为2,597.27万元，较去年下降2.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275.28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1.72%。公司

生产经营稳定发展，主营业务没有重大变化。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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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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羟基 99,648,144.36 77,898,131.55 21.83% -24.72% -21.72% -12.08% 

二五酸 42,242,663.96 32,803,553.30 22.34% -40.41% -40.28% -0.76% 

间氨基苯酚 60,757,892.87 56,748,073.09 6.60% -7.23% -1.29% -46.01% 

4，4-二氯基二

苯砜 
35,502,192.46 29,509,438.57 16.88% 43.85% 42.62%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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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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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