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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40                           证券简称：闰土股份                           公告编号：2017-015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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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7,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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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闰土股份 股票代码 002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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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波平 戚荣华 

办公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市民大道 1009 号财

富广场 1 号楼闰土大厦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市民大道1009号财富

广场 1 号楼闰土大厦 

电话 0575-8251 9278 0575-8251 9278 

电子信箱 latigid@126.com qrh79@sin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纺织染料、印染助剂和化工原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根据中国染料工业协

会提供的数据，2016年全国染料产量92.8万吨，其中近80%的产品主要用于国内市场消费，2016年出口总

量26.05万吨，同比增加3.54%，涉及的品种以分散染料、还原染料、活性染料和硫化染料为主要出口产品。 

中国染料工业协会出台的《染料行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提出生态安全性和环保升级是创新重点，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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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对染料制造全过程的优化升级，避免和有效削减生产过程中有害有机杂质的产生，减少污染物的产生和

排放。从2015年末起，浙江等地对高污染染料、印染行业进行整顿，淘汰落后高污染产能；同时，浙江、

江苏等地针对高污染企业出台限期停产方案。受这些事件影响，染料行业近两年供需关系波动较大，短期

可能会影响染料需求以及面临货款回收的风险，但长期来看将有利于淘汰更多落后产能，提高优势产能集

中度，有利于上下游行业寡头企业的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坚定不移地发展染料主业，不断做精做强。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一方面，实

施好“后向一体化战略”，完善产业链，促进公司主营业务的稳定增长，为公司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另一

方面，加快技术改造，填平补缺，特别是继续加大生产工艺技改和环保设备技改投资，实现节能减排，巩

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公司依托完善的循环产业链、产品结构的调整和生产工艺的提升，以及公司团队的努力，2016年公司

实现了染料主业的稳健发展。2016年公司染料年总产能在16万吨以上，其中分散染料产能11万吨，活性染

料产能4万吨，其他染料1万吨。报告期内，公司生产染料14.98万吨，销售14.74万吨，产品销售市场占有

率继续稳居国内染料市场份额第二位。 

2016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2,970,581.00元，同比降低3.73%；实现营业利润809,395,482.74元，同

比减少1.6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60,104,159.36元，同比减少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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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2,970,581.00 4,521,827,516.35 -3.73% 5,345,222,106.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60,104,159.36 733,781,998.00 -10.04% 1,286,611,278.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49,731,833.37 664,304,867.50 -2.19% 1,242,347,677.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46,974,518.62 1,263,258,850.38 -1.29% 1,224,944,288.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6 0.96 -10.42% 1.6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6 0.96 -10.42% 1.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76% 12.60% -1.84% 24.75%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7,839,398,891.31 7,590,301,406.12 3.28% 7,795,834,948.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326,720,407.43 5,992,649,389.13 5.57% 5,712,006,55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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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9,977,069.01 1,184,956,027.45 958,327,435.32 1,299,710,049.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053,666.93 205,970,013.96 176,507,944.20 219,572,534.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2,660,557.40 200,718,040.04 175,497,190.65 220,856,045.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1,157,010.42 376,693,783.09 494,618,373.81 234,505,35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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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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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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5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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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爱娟 境内自然人 16.73% 128,303,262 0   

阮静波 境内自然人 14.54% 111,535,351 83,651,513   

阮加春 境内自然人 8.13% 62,338,509 46,753,882   

阮靖淅 境内自然人 5.58% 42,767,909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3.37% 25,850,700 0   

徐万福 境内自然人 1.46% 11,161,608 8,371,206 质押 3,000,000 

阮兴祥 境内自然人 1.27% 9,759,448 7,319,586   

阮华林 境内自然人 1.10% 8,457,712 0   

博时基金－农

业银行－博时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1.08% 8,305,100 0   

嘉实基金－农

业银行－嘉实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1.08% 8,305,100 0   

华夏基金－农

业银行－华夏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1.08% 8,305,100 0   

银华基金－农

业银行－银华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1.08% 8,305,100 0   

工银瑞信基金

－农业银行－

工银瑞信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1.08% 8,287,8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阮静波、张爱娟和阮靖淅为控股股东，阮加春是阮静波叔叔，张爱娟为阮静波母亲，阮靖淅

为阮静波妹妹。其他股东之间未知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报告期末，在公司获悉的股东名册中，未发现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情况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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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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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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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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坚定不移地发展染料主业，不断做精做强。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一方面，实

施好“后向一体化战略”，完善产业链，促进公司主营业务的稳定增长，为公司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另一

方面，加快技术改造，填平补缺，特别是继续加大生产工艺技改和环保设备技改投资，实现节能减排，巩

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2016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2,970,581.00元，同比降低3.73%；实现营业利润809,395,482.74元，同

比减少1.6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60,104,159.36元，同比减少10.04%。 

报告期内，染料业务仍是公司的主营业务，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2016年初，随着染料原材

料出现供应紧张现象，加之春节过后染料去库存基本接近尾声，下游印染企业及经销商存在补库存的需求，

需求出现回暖，染料产品价格从底部开始反弹，染料价格从第四季度又开始回落。 

公司染料年总产能在16万吨以上，其中分散染料产能11万吨，活性染料产能4万吨，其他染料1万吨。

报告期内，公司合计生产染料14.98万吨，销售染料14.74万吨，染料产品营业收入35.06亿元，染料产品销

售市场占有率继续稳居国内染料市场份额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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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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染料 3,506,432,544.00 1,163,904,144.11 33.19% -2.41% -3.77% -0.47% 

助剂 270,163,260.67 100,173,562.63 37.08% 0.54% 19.41% 5.86% 

其他化工原料 520,514,418.84 117,508,551.69 22.58% -14.24% -29.34% -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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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6年12月3日发布了《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号），适用于2016年5月1日

起发生的相关交易。公司执行该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1、将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

金及附加”项目；2、将自2016年5月1日起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印花税等从“管理费用”项目重分类至“税金

及附加”项目（2016年5月1日之前发生的税费不予调整，比较数据不予调整），相应调增税金及附加本年

金额15,165,927.75元，调减管理费用本年金额15,165,927.7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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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6年1月，公司新设子公司浙江泰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从泰邦环境设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

报表范围； 

2、2016年8月，公司新设子公司浙江闰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从闰土投资设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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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范围； 

3、2016年9月，公司新设子公司闰土锦恒（嘉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从闰土锦恒设立之日

起，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阮静波 

  2017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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