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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49                               证券简称：新乡化纤                  公告编号：2019-009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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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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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257,656,049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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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乡化纤 股票代码 000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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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树彬 付玉霞 

办公地址 河南省新乡市凤泉区锦园路 1 号 河南省新乡市凤泉区锦园路 1 号 

传真 （0373）3911359 （0373）3911359 

电话 （0373）3978861 （0373）3978966 

电子信箱 000949@bailu.cn 000949@bailu.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本公司主营粘胶长丝、粘胶短纤维和氨纶纤维的生产与销售。公司是国内较早进入化纤行业的企业之一，在化纤行业

中综合实力名列前茅，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主要产品粘胶长丝、粘胶短纤维是再生纤维素纤维。它以天然纤维素为原料，其制成品穿着舒适，染色靓丽，手感

柔软、丰满、滑爽，具有优良的悬垂性和蚕丝般的光泽；特别是粘胶纤维所具有的天然纤维的自然属性，更顺应人们在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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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返璞归真、回归大自然的消费理念。 

公司主要产品氨纶纤维是一种综合性能非常优秀的高弹性纤维，在织物和服饰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近年来公司主要产品和优势产品以其良好品质均受到广大用户的青睐。作为一个充分竞争的行业，公司的盈利能力一方

面取决于自身的技术研发、产品结构，另一方面还依赖公司在销售、生产、采购方面的成本控制。 

2.宏观经济形势对公司所处化纤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近年来，在我国纺织行业需求增长的拉动下，化纤产品市场

需求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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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4,494,184,745.66 4,107,419,763.10 9.42% 3,678,365,667.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3,005,193.59 30,273,444.38 273.28% 115,015,469.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7,518,028.89 28,649,519.19 240.38% 119,506,084.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067,552.90 -224,246,310.58  613,052,060.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99 0.0241 273.03% 0.1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99 0.0241 273.03% 0.1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3% 0.85% 2.28% 4.12%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 7,877,946,560.13 6,479,356,832.03 21.59% 5,697,167,593.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660,366,192.66 3,559,937,559.56 2.82% 3,567,393,79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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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6,745,813.80 1,073,605,045.84 1,203,143,392.80 1,130,690,493.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03,532.55 20,865,541.53 64,329,698.84 25,506,420.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5,674.01 17,064,506.37 60,512,979.49 19,614,869.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402,504.10 -13,337,388.49 100,190,199.42 -12,382,75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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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38 年度报告披露日 52,112 报告期末表决权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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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东总数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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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乡白鹭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0.17% 379,430,139 36,866,359 冻结 65,000,000 

中原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33% 167,690,520 0   

中原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8.79% 110,529,953 0   

百瑞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86% 48,500,000 0   

新乡市国有资

产经营公司 
国有法人 1.04% 13,026,000 0   

新乡平原发展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2% 12,889,102 0   

领航投资澳洲

有限公司－领

航新兴市场股

指基金（交易

所） 

境外法人 0.36% 4,549,049 0   

夏一定 境内自然人 0.33% 4,170,405 0   

龙华 境内自然人 0.30% 3,799,000 0   

方壮壮 境内自然人 0.27% 3,401,82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新乡白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新乡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控股

的公司；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未知其他 6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 6 名股东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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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通过融资融券业务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及其信用账户持股数量

分别为：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31194202 股；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110529953 股；

夏一定，4082115 股；方壮壮，2295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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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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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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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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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主营氨纶纤维、粘胶长丝和粘胶短纤维的生产与销售。 

2018年，公司管理层勤勉尽责、辛勤工作，狠抓公司内部管理，紧盯市场变化，在国内外经济和环保政策频繁变化的形

势下，克服诸多困难，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2018年，公司主要产品市场价格呈现波动状态。粘胶长丝产销量增加，售价上涨，毛利润增加；氨纶纤维产销量增加，

毛利润增加；粘胶短纤维生产成本上行，市场持续低迷，公司对其产量进行了向下调整。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既定的工

作部署和思路，采取多项措施完善管理体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提高产品质量，调整产品结构，积极开拓销售市

场，持续推进技术创新，努力提高市场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粘胶长丝52,256吨，粘胶短纤维47,444吨；生产氨纶纤维71,823吨。全年实现营业收入449,418.47

万元，净利润11,300.52万元。 

全体董事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及董事会工作细则等有关规定，认真履行董事职责、维护公司及

股东利益。为公司各项重点工作和重要决策尽心尽责。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履行职责，对董事会讨论事项发表了客观、公正的

独立意见，注重维护中小股东利益，为董事会科学决策提供有力保障。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按照《企业内部控制

基本规范》、《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遵循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完善

覆盖公司各环节的内部控制制度，不断提升公司内控管理水平，有效防范经营风险，保证了公司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规划项目均按计划开工，目前进展顺利，实现了公司投资项目的发展目标。 

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白鹭纤维有限公司调整管理方式，优化生产运行和企业精细化管理，激发创效潜力，实

现扭亏为盈。 

报告期内，本公司与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的中纺院绿色纤维股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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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年产3万吨绿色纤维项目二期工程投入运行，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报告期内，本公司与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的新乡双鹭药业有限公司已取得富马酸替诺福韦酯、来那

度胺（抗肿瘤药）及多西他赛（抗肿瘤药）等药品生产批件，公司进入到正常生产经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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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7,302,508.44 339,200,865.93 19.41% 12.57% 58.77% 5.65% 

粘胶短纤维 508,888,117.39 -20,600,717.69 -4.05% -43.00% -158.88% -7.97% 

氨纶纤维 1,940,066,483.60 185,442,902.69 9.56% 42.32% 5.56%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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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年同期相比，报告期净利润大幅增加。主要影响因素如下： 

（1）粘胶长丝报告期售价上涨，销量增加，毛利润增加12,555.94万元； 

（2）氨纶纤维随工程项目的建成投产，产销量增加，毛利润增加1,683.61万元； 

（3）粘胶短纤维产销量大幅减少，售价降低，报告期亏损2,060.07万元，毛利润比上年同期减少5,558.97万元； 

（4）管理费用和研发费用降低、投资收益增加，同比增加利润3,295.35万元； 

（5）报告期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减少利润2,646.43万元； 

（6）报告期固定资产报废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1,547.5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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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 《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8]15 号）的要求，财务报表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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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如下： 

1、资产负债表项目 

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整合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将原“应收利息”及“应收股利”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 

将原“固定资产清理”行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 

将原“工程物资”行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 

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整合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将原“应付利息”及“应付股利”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 

将原“专项应付款”行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 

2、利润表项目 

从原“管理费用”中分拆出“研发费用”； 

在“财务费用”行项目下分别列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本公司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等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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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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之签章页） 

 

 

 

 

 

 

 

 

 

 

 

 

 

 

 

 

 

 

 

 

董事长：邵长金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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