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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48                          证券简称：世龙实业                           公告编号：2017-012 

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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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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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000,000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发现金红利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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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世龙实业 股票代码 002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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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角龙 章慧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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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址 江西省乐平市接渡镇 江西省乐平市接渡镇 

电话 0798-6735688 0798-6735688 

电子信箱 ljl2198@163.com ljl2198@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以生产精细化工产品为主的综合性化工企业，主要从事AC发泡剂、氯化亚砜、氯碱等化工产品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AC发泡剂是一种性能优越的发泡剂。AC发泡剂主要用于聚氯乙烯、聚乙烯、天然橡胶及合成橡胶等

材料的常压发泡或加压发泡，还用于面粉改良剂、熏蒸剂和安全气囊的产气剂等。AC发泡剂广泛应用于制

鞋、制革、建材、家电等行业，由于AC发泡剂的优越性能，近年来AC发泡剂被应用于橡塑保温材料、汽

车内饰等新型环保、节能材料行业，市场前景广阔。 

氯化亚砜是一种重要的化工中间体，在染料、医药、农药等行业中具有广泛的用途。近年来氯化亚砜

的应用方法不断创新，目前氯化亚砜已被用于三氯蔗糖的制备等食品添加剂行业和锂电池的生产等新能源

行业，下游应用领域不断拓展。 

公司始终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清洁效益同时发展，已经形成完整的循环经济产业链。产品AC

发泡剂和氯化亚砜是公司利润贡献的主要来源，其市场价格具有一定波动性，是影响公司业绩的主要因素。

公司是国内第二大的AC发泡剂和氯化亚砜生产商，在国内具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和品牌知名度。报告期内，

公司生产的AC发泡剂和氯化亚砜市场占有率均排名行业第二位。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参与制定了国家标准

HG/T3788-2013《工业氯化亚砜》；公司是中国氯碱工业协会AC发泡剂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单位。 

至2016年12月，公司已拥有十六项授权国家发明专利，其中氯化亚砜产品方面有12项，AC发泡剂产品

方面有4项。公司已掌握了超微细AC发泡剂和二氧化硫全循环法生产高纯度氯化亚砜方法的生产技术，并

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公司的生产技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公司现拥有自营进出口权，公司自行生产的

AC发泡剂主要出口到东南亚、南美、南非、美国、意大利、土耳其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过了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2009年10月、2012年4月、2015年11月，公司连续多年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近年来多次获得国家、省级表彰，先后被评为“全国石油和化工工业先进集体”、“全国化工行业技

术创新示范企业”和“江西十大绿色经济企业”、“景德镇市优秀企业”、“乐平市技术创新先进企业”、“乐平

市工业崛起优强企业”等。公司分别荣登“2014江西民营企业100强”、“2015江西民营企业100强”、“2016江

西民营企业制造业100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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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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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1,000,825,200.30 874,853,676.55 14.40% 1,047,887,996.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4,678,326.25 36,922,249.93 183.51% 82,071,969.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3,538,922.73 38,715,296.96 167.44% 80,420,121.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111,589.91 11,094,558.23 387.73% 100,809,812.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362 0.1641 165.81% 0.91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362 0.1641 165.81% 0.91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53% 4.63% 5.90% 15.79%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1,213,830,051.94 1,064,109,405.45 14.07% 870,637,377.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43,127,450.49 946,412,670.02 10.22% 523,378,2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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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500,932.05 264,768,828.20 236,802,149.90 286,753,290.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786,778.77 21,466,611.14 34,516,060.01 33,908,876.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124,047.38 20,097,205.30 33,078,702.47 35,238,967.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381,730.73 12,347,376.62 26,581,282.02 1,801,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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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7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6,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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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大龙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55% 90,115,000 90,115,000   

新世界精细化工投资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16.14% 38,746,053 32,613,750   

江西电化高科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67% 18,400,000 18,400,000   

乐平市龙强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6.67% 16,000,000 1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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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致远股权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5% 9,000,000 9,0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41% 991,000 0   

朱淑杰 境内自然人 0.29% 701,00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保德信动态优选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1% 496,800 0   

孙文丽 境内自然人 0.17% 400,000 0   

赵立君 境内自然人 0.16% 372,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前五位股东为公司发行前股东，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江西电化高科有

限责任公司持有江西大龙实业有限公司 93.875%的股权。2、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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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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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传统化工企业整体面临的经营压力依然较大，产能过剩、行业竞争加剧、资源环境约束以及

创新能力不足等诸多因素的挑战仍然存在。随着《国家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与《新环保法》等法规的

陆续出台，新常态下的经济结构调整，加强环境治理，提升科技支撑能力，加快构建绿色制造体系，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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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企业今后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公司继续坚持走“循环经济、节能减排”和“技术领

先、质量效益”相结合的发展之路，坚持“创新发展”理念，全力推进企业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报告期内，

公司紧紧围绕董事会下达的经营目标开展工作，抓好安全生产和环境治理，加强内控管理，挖潜降耗，进

一步拓展产品的营销渠道等，实现了公司业绩的大幅增长。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00,082.5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4.40%；实现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0,467.8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83.51%。报告期内公司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为主导产品销售价格的提升

和产品成本的下降。产品AC发泡剂本期市场行情出现回暖之势，下游需求增大，出口量增加，全年销售量

较上年同比增长14.61%，销售价格创三年来新高，较上年同期上涨13.12%；产品液碱销售价格受国家供给

侧改革、去产能等宏观政策及下游需求等因素的影响，较上年同比上涨12.47%；产品氯化亚砜仍因市场的

行情疲软，销售量较上年同比下降5.40%，销售价格较上年同比下降6.91%。本年度原材料尿素、盐、煤等

采购价格的下降使公司产品成本有所降低，与上年同比，公司2016年综合毛利率上升9.17%。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生产经营情况如下： 

一、加强安全管理与环保治理，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公司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文件精神，加强安全生产责任制基础管理，建立了长效

安全环保检查机制，常抓安全教育，加大安全投入，装备安全本体水平有较大提高，安全生产态势平稳。

认真做好当前的环保工作，推行“五水”共治精准管理，组织、科学管理世龙科技园内废水分流与处理。继

续加大环保投入，对现有环保设施进行优化升级，开展低氨氮废水深度氧化治理和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项

目，对生产装置中的有组织排放废气治理设施进行升级改造等，以资源化、减量化的原则，科学治理工业

废水和废气，确保达标排放。 

二、降低采购成本，拓宽营销渠道。 

在物资采购方面，公司高度关注大宗原材料的市场变化，认真分析研究采购物资的价格走势，严格执

行采购价格审批制度，坚持货比三家，既全面保证了采购物资的及时供应，满足了生产需求，又最大限度

地降低了采购成本，提升了公司效益。 

在产品营销方面，公司广泛收集市场信息，认真分析市场行情，及时评估环境保护政策对各生产企业

影响程度，为公司提供决策依据，使公司产品销售价格处于优势水平。优化市场布局，强化品牌营销等措

施，稳固公司产品传统市场；同时坚定不移走出去，拓展海外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加强售后服务，尽

可能地满足客户要求，推动营销工作的不断进步。 

三、强化产品质量管理，提升市场竞争力。 

公司视产品质量为企业的生命线，坚持不懈推进全员全过程质量标准化管理，质量检查与考核贯穿到

生产、经营的全过程，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公司产品获得了市场和政府质量监

管部门的认可。2016年度，公司全部产成品质量合格率100%，离子膜碱的一等品达到100%，氯化亚砜的

优级品率稳定在100%，AC的优级品率大幅度提高。公司秉承精细管理、追求卓越的原则，以循环经济为

中心，走绿色环保与质量效益有机结合的发展之路。 

四、稳步推进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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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新增年产5万吨离子膜烧碱技改项目，属于公司年产30万吨离子膜烧碱技术改造项目三期工程，

于2015年10月开始启动，计划总投资7,162.30万元。已于2017年1月19日建成，并实现了一次性投料试车成

功，现已转入连续稳定运行。目前，公司离子膜烧碱产能达到20万吨/年；公司年产5万吨AC发泡剂及配套

设施项目三期工程，计划总投资3,393.7万元。报告期内主要完成了对AC发泡剂现有生产装置进行全面技术

升级改造和扩能改造，同时对其配套的高氨氮废水回收液氨或氨水生产装置进行了填平补齐改造，确保了

环保达标排放，此项目成效显著；公司年产5万吨氯化亚砜技改项目二期工程，计划投资1507.05万元，该

项目于2016年5月开始启动实施。 

五、开展研发创新，促进技术进步。 

公司紧贴市场需求，重点围绕AC发泡剂产品的多元化来开发系列产品，从优化产品品质方面，不断完

善和改进，以满足市场需求。为延伸氯化亚砜产业链，公司已开展了对氯化亚砜下游产品的研发工作。 

2016年，公司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核心，以提升效益为中心，以市场营销为龙头，扎实有序地推

进各项工作，保证了企业生产的安全平稳运行，实现了公司经济效益的稳步增长，圆满完成了本年度生产

经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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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 发泡剂 736,444,281.35 176,154,099.40 23.92% 29.65% 253.62% 15.15% 

离子膜烧碱 98,549,069.23 52,644,079.92 53.42% -3.69% 4.22% 4.06% 

氯化亚砜 57,228,146.69 10,319,447.83 18.03% -11.94% -36.26% -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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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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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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7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2017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300.00% 至 340.00% 

2017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

间（万元） 
5,915 至 6,506 

2016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478.6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本期净利润同比增长 300%以上，主要原因是自年初以来公司主要产品 AC

发泡剂、烧碱等市场行情上扬，销售量与销售价格涨幅较大，各产品综合毛

利率同比上升 15%以以上。 

 

 

 

 

 

 

 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宜云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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