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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20                           证券简称：吉林化纤                            公告编号：2017-12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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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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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 吉林市昌邑区九站街 516-1 号  

传真 0432-63502329  

电话 0432-63502452  

电子信箱 xjg6806@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粘胶长丝的生产和销售，从事醋酐的生产和研发。  

1、公司作为吉林省大型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坚持立足于吉林省，“夯实主业，加快升级，适度转型”的原则，大力发

展公司优势产品、与吉林省优势结合的产品，争取在上述产品竞争中取得市场主导地位，优化了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 

2、公司有着多年粘胶长丝生产、研发、销售的历史，积淀了大量粘胶长丝领域的工艺技术秘密、形成了一整套大规模

生产管理体系、培养了一批成熟且稳定的生产技术工人队伍，使得公司成为全球少数可以生产高品质粘胶长丝的供应商。近

年，随着公司相关长丝项目陆续投产，公司在高品质粘胶长丝的竞争优势将得到进一步巩固。未来，公司力争全球粘胶长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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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占有率达到30%。 

3、近年来，公司通过非公开增发改善了公司资产结构，有效地推动了产业的优化升级，未来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陆

续建成投产并见效，公司的规模效应、集约效应、市场效应将逐步显现。 

4、公司先后获得全国纺织工业先进集体、中国纺织品牌文化创新企业等荣誉称号，人造纤维制造行业排头兵企业。公

司是国内第一家获邀参加世界顶尖面料展法国PV展的企业，并多次获邀参展，充分显示了公司的行业竞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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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4,519,259.78 1,036,229,679.98 34.58% 1,037,011,109.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504,732.60 14,381,645.87 126.02% 20,378,185.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842,547.45 -25,487,076.14 213.37% -181,675,121.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4,705,111.48 -164,500,263.65 30.27% -61,048,439.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79 0.0085 228.24% 0.050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79 0.0085 228.24% 0.05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3% 1.44% 0.09% 11.64% 

 2016年末 2015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年末 

总资产 4,620,704,177.32 2,650,134,188.66 74.36% 3,308,594,506.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701,243,497.82 972,087,708.90 177.88% 987,780,45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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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432,950.90 289,414,511.03 433,209,427.83 380,462,370.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62,381.28 5,012,339.26 14,761,649.10 10,168,362.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80,458.69 4,641,803.07 14,181,135.08 7,539,150.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940,600.54 -169,024,865.03 -116,173,429.92 118,552,58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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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216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56,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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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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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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4.50% 285,797,368 244,189,026 质押 142,000,000 

东海基金－兴业银行－

蒋丽霞 
境内自然人 5.53% 109,022,556 109,022,556   

财通基金－上海银行－

王锋 
境内自然人 5.15% 101,503,760 101,503,760   

北京郁金香天玑资本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76% 93,750,000 93,750,000   

华安基金－工商银行－

华融信托－华融•融汇 50

号权益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4.76% 93,750,000 93,750,000   

天治基金－工商银行－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 
其他 4.76% 93,750,000 93,750,000   

深圳东升峥嵘科技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62% 71,428,574 71,428,574  71,428,574 

深圳创亿宏业科技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62% 71,428,574 71,428,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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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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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669,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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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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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环境依旧复杂，粘胶纤维行业有所回暖，在公司党委和董事会的坚强领导下，坚持立足于吉林省，“夯

实主业，加快升级，适度转型”的原则，大力发展公司优势产品、与吉林省优势结合的产品，不断优化公司资产结构、资本

结构、业务结构，不断努力在优势产品竞争中取得市场主导地位，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139,452

万元，同比增长34.58%；实现净利润3250万元，同比增长126.02%。 

（一）、优化公司资产、资本结构 

1、2016年1月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6]40号）,核准非公开发行不超过276,083,500股新股。 

2、2016年4月28日，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中准验字[2016]1071号”《验资报告》，截至2016

年4月28日止，吉林化纤共计募集货币资金人民币1,720,000,000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23,350,000元，吉林化纤

100% 

3.23% 

吉林市城市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恒天集团公司 

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98% 

 

2% 

 

14.50％ 

 

吉林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吉林化纤福润德纺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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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696,650,000.00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人民币268,750,000.00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人民币1,427,900,000.00元。 

3、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公司已于2016年5月9日就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经确认，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

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化纤集团和福润德的股票限售期为自新增股份上市之

日起36个月，预计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19年5月17日，其他特定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预

计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17年5月17日。 

股票上市数量：268,750,000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 

股票上市时间：2016年5月16日，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4、完成中期权益分配方案 

鉴于公司稳定的生产经营、盈利情况以及良好的发展前景，为了促进公司健康发展，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及长远发展

的前提下，为回报股东，与股东分享公司发展的经营成果。公司2016年中期提出了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方案，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分派前本公司总股本985,353,328股，分派后总股本增至1,970,706,656股，本次所转股于2016

年10月12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二）、优化公司业务结构 

1、全力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 

2016年4月，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增发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全体员工发挥吉纤精神和吉纤速度，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截至期末，1万吨人造丝细旦化升级改造项目已经建成投产，公司预计2017年全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将建成投产，对于优化

公司业务结构、取得相关产品市场主导地位将起到重要作用。 

2、推动吉林艾卡停产改造 

吉林艾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主要以连续纺方式生产粘胶长丝，原有粘胶长丝产能5,000吨。随着国内消费升级时代的

全面到来、国际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持续复苏，高端丝织品、针织品、家纺产品、饰品消费量呈现稳步增长势头，优质长丝

需求旺盛，市场前景、盈利水平良好。公司为了适应市场变化，决定对吉林艾卡生产线停产升级改造，有利于提升吉林艾卡

经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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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380,784.84 123,050,449.06 10.98% 38.71% 9.00%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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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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