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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26                            证券简称：永太科技                              公告编号：2018-018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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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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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2,376,427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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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太科技 股票代码 00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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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江山 王英 

办公地址 
浙江省化学原料药基地临海园区东海第五

大道 1 号 

浙江省化学原料药基地临海园区东海第五

大道 1 号 

电话 0576-85588006 0576-85588960 

电子信箱 jiangshan.zhang@yongtaitech.com zhengquan@yongtaitech.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行业内产品链完善、产能规模较大的氟苯精细化学品制造商，主要经营医药、农药、电子化学品及新能源锂电材

料业务。公司作为国家级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广泛服务于国内外的液晶、医药和农药等多个创新性化学子行业，产品远销美

国、欧洲、日本和印度等主要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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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化学品产品主要有心血管类药物、糖尿病类药物、精神类药物、抗感染类药物及抗病毒类等医药的含氟中间体，以

及医药原料药和制剂的生产和销售；农药化学品产品主要有含氟类除草剂、杀菌剂、杀虫剂中间体的生产和销售，以及农药

原药和制剂的批发零售；电子化学品产品主要有含氟单晶中间体、单晶及平板显示彩色滤光膜材料（CF光刻胶）等；新能

源锂电材料主要有六氟磷酸锂、双氟磺酰亚胺锂。  

未来，公司将在国内氟精细化工龙头的基础上，继续以新材料、医药和农药为重点应用领域，将公司打造为安全环保、

技术先进、竞争力强的精细化工产品制造商，实现从高级中间体、原料药到制剂的化学药产业垂直一体化，发展为以平板显

示、锂电新材料为核心的电子化学品综合供应商，同时在含氟农药领域贯通由中间体到原药直至制剂研发、生产与销售的产

业链条。 

精细氟化工下游产业涉及医药、农药、电子及新能源等国计民生必需品，其对于促进下游产业的升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

用，因此需求具有一定的刚性，市场较为稳定，在经济下行趋势下仍具有一定的抗周期性，也是国家政策鼓励与扶持的行业

之一，未来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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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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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1,122,306.66 1,748,536,267.61 57.34% 1,542,012,579.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2,236,146.97 277,018,947.34 -34.22% 144,265,024.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671,224.84 59,901,523.06 -83.85% 141,585,672.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570,675.69 84,232,459.78 -76.77% 66,258,151.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0.35 -37.14% 0.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 0.35 -37.14% 0.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15% 14.02% -6.87% 8.22%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5,863,822,682.59 4,465,095,065.68 31.33% 3,437,064,233.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74,064,152.33 2,092,936,678.64 27.77% 1,872,125,23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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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6,825,475.21 707,489,002.57 656,721,187.23 860,086,641.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4,292,701.57 56,485,023.14 59,318,062.34 -97,859,640.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060,049.89 52,474,848.13 7,922,208.76 -90,785,881.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111,037.63 -149,041,033.82 49,313,794.50 172,408,95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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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36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70,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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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莺妹 境内自然人 23.15% 190,355,000 142,766,250 质押 129,679,800 

何人宝 境内自然人 18.05% 148,400,000 111,300,000 质押 105,700,000 

浙江永太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13% 50,400,000 0 质押 23,520,000 

中国医化产业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49% 20,502,306 20,502,306   

曾鸿斌 境内自然人 1.25% 10,291,857 0   

东吴基金－上海银行－

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 1.18% 9,673,767 0   

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0.96% 7,896,001 0   

王淑芬 境内自然人 0.73% 5,970,842 0   

钟建新 境内自然人 0.51% 4,161,182 0   

罗建荣 境内自然人 0.37% 3,082,2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何人宝先生与王莺妹女士是夫妻关系，两人持有浙江永太控股有限公司 100%股

权。除此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余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

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曾鸿斌先生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8,029,917 股；蔡文革先生通过投资者

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528,046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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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迎来逐步向好的局面，全球经济增速和增长预期提升，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势头良好，新兴市场和发

展中经济体增速企稳回升。我国经济稳中向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显著成效，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经济实力再上新

台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稳定器。报告期内，公司坚定执行年初制定的发展规划，坚持以主营业务为核心，

继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扩大公司产能，深化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调整，提升内部管理效率和加大安全环保建设，使公司主

营业务保持了持续增长的良好态势。同时，公司在产品创新、技术升级、产业链延伸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从技术、品

质、成本等方面提升了公司及产品的整体竞争力，为公司未来长远发展、高质量发展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2017年度公司

实现销售收入275,112.23万元，同比增长57.3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8,223.61万元，同比下降3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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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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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自2017年5月28日起

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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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对于2017年1

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2017年1月1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

进行调整。 

3、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适用于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本公司执行以上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在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营损益”和“终止经营损

益”。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董事会 

列示持续经营损益上年、本期金额分别 275,960,222.48 元、

187,131,017.36 元；列示终止经营损益上年、本期金额全部 0.00 元。 

（2）与本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不

再计入营业外收入。比较数据不调整。 

董事会 其他收益：4,945,006.48 元 

（3）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将部分原列示

为“营业外收入”的资产处置损益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

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董事会 

上期营业外收入减少 2,389,413.54 元，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本

期营业外收入减少 63,969.18 元，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 

（4）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将部分原列示

为“营业外支出”的资产处置损益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

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董事会 

上期营业外支出减少 2,370,366.56 元，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本

期营业外支出减少 669,066.64 元，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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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设立滨海永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2、本期完成向重庆永原盛的出资，实际持股比例51%，达到控制，纳入合并范围。 

3、本期完成收购浙江手心100%股权，佛山手心90%股权的对价支付，纳入合并范围。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莺妹 

2018 年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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