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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20                           证券简称：吉林化纤                           公告编号：2018-05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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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从事粘胶纤维的生产和销售，从事醋酐的生产和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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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2,197,822,695.20 1,394,519,259.78 57.60% 1,036,229,679.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5,594,136.00 32,504,732.60 163.33% 14,381,645.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8,057,013.15 28,842,547.45 170.63% -25,487,076.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664,179.90 -114,705,111.48 127.60% -164,500,263.6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33 0.0279 55.20% 0.008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33 0.0279 55.20% 0.00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2% 1.53% 1.59% 1.44%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总资产 6,180,131,201.36 4,620,704,177.32 33.75% 2,650,134,188.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786,837,633.82 2,701,243,497.82 3.17% 972,087,70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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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216,337.74 501,997,457.83 605,343,413.41 591,265,486.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813,132.94 23,443,417.19 25,625,588.43 2,711,997.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867,955.31 18,661,051.75 24,092,843.25 2,435,162.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43,856.22 -30,231,832.95 -11,311,692.89 66,863,84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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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0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66,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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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化纤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5.59% 307,307,436 63,118,410 质押 153,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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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有法 4.76% 93,750,000 93,7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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玑资本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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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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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治基金－工

商银行－四川

信托有限公司 

其他 3.60% 70,855,500 70,85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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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灏颂实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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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行业格局复杂多变，政策调整与各种矛盾相互交织，挑战和机遇并存。面对复杂的经济环境，在公司党委和

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吉林化纤以“优化整合、提高效率、内拓外联、双轮驱动”工作方针为指导下，始终坚持“夯实主业，

加快升级，适度转型”的原则，加快推进募投项目建设，产能逐步得到释放，运行成本逐步降低；产品升级放量创新高；不

断优化资产结构、资本结构、业务结构，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和市场主导地位，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 

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219,782万元，同比增长57.60%；实现净利润8,559万元，同比增长163.33%。 

（一）、加快推进募投项目建设 

吉林化纤福润德纺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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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2% 

 

15.59％ 

 

吉林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吉林市国有资本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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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报告期末，公司三个募投项目即：1万吨人造丝细旦化升级改造项目、1万吨可降解生物质连续纺长丝项目已全部建

成投产、3万吨高改性复合强韧丝项目已经完成90%的进度；吉林艾卡升级改造项目已于7月全面投产，实现了艾卡公司实质

性盈利；另外，公司内部其它的升级改造项目也在年内建成投产。上述项目的建成投产，使公司产能逐步得到释放，运行成

本逐步降低，成为全球产能最大、质量最优的人造丝生产商。 

（二）、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 

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推进、环保标准的提高，基础制造业将进一步向生产效率高、环保基础优良、技术稳定领先、规模效

应明显的大型企业集中。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公司稳步推进“求壮大”的目标发展规划：到2020年，公司营业收入超过100

亿元，国有资产、净利润、员工收入、股东回报实现稳步增长，资产、业务、人员结构进一步优化，在部分细分领域取得市

场定价权，成为全球一流的纤维材料及相关延伸产品的供应商。 

一是根据公司“求壮大”的发展规划，并结合吉林市国资改革方向——全面支持唯一控股上市公司吉林化纤的发展，逐

步实现优质国有资产证券化，全面提升吉林化纤核心竞争力，2017年公司收购奇峰化纤20%的国有股权。 

二是吉林化纤作为吉林市唯一控股上市公司延伸发展碳纤维材料，是公司建成全球一流纤维及相关延伸产品供应商的必

由之路。2017年12月7日，公司与吉林市国兴新材料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兴材料”）签署《碳纤维产业合作

框架协议》，国兴材料计划将其持有的部分吉林精功碳纤维有限公司股权，即18%股权转让给吉林化纤。 

（三）、加快产品结构“三化”升级 

公司始终坚持“三化”持续升级，一是传统产品优质化升级；二是规模产品差别化升级；三是新产品产业链一体化升

级，通过“三化”升级，使公司产品在国内外高端市场领域多点发力，产品毛利率、差别化率、市场占有率均得到提升。 

（四）加大环境治理投入 

公司始终注重对环境治理的投入，2017年先后实施了废汽治理、清污分流等环境治理项目，完成了国家环保部对公司

环境国检，同时，全力抓好新项目立项前的环境评价，为公司的扩大规模提供了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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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5,814,221.96 1,451,966,382.93 13.87% 50.47% 45.59%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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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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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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