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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64                               证券简称：华峰氨纶                          公告编号：2019-011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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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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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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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6,800,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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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峰氨纶 股票代码 002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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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章良 李亿伦 

办公地址 
浙江省瑞安经济开发区开发区大道 1788

号 
浙江省瑞安经济开发区开发区大道1788号 

电话 0577-65178053 0577-65178053 

电子信箱 chen.zhangliang@huafeng.com li.yilun@huafeng.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氨纶产品的加工制造、销售、技术开发，主要产品为氨纶。氨纶又名聚

氨酯弹性纤维，是一种性能优异的化学合成纤维，具有伸长率大、弹性模量低、耐疲劳性好、强度较低、

密度小，耐腐蚀、耐晒、耐热、耐光、抗老化，对染料有良好的亲和力、染色性好等特点，在织物中加入

少许氨纶（约2%-5%），就能显著改善织物性能，提高织物的档次。公司“千禧”牌氨纶采用国际领先技术

和生产设备生产，规格齐全，可满足各类弹性面料及特性织物的工艺要求，形成了圆机、经编、包纱专业

氨纶产品，以及高回弹经编氨纶、耐高温氨纶、耐氯氨纶、黑色氨纶、纸尿裤用氨纶等差异化氨纶系列产

品。 

公司是国内氨纶行业发展最早、技术最成熟的企业之一，也是目前国内产能最大的氨纶生产企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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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销售模式为直销为主，经销为辅，销售网络由公司销售部门和经销商组成。公司设绍兴、张家港、广东、

福建、诸暨、海宁、东莞、常熟、瑞安等九个办事处；由公司销售、市场及技术等部门对销售客户进行跟

踪调查并提供相应的售后服务。 

2018年度，公司按照既定的发展战略和经营方针，脚踏实地、务实奋进，克服行业需求疲软、原材料

价格上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等诸多不利因素，抓重点、补短板，逆境中稳步增长，竞争优势得到进一步

提升，公司经营业绩创历年新高，居行业前列。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44.36亿元，同比增长6.89%；实现

净利润4.45亿元，同比增长1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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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5,713,892.78 4,149,684,213.89 6.89% 2,844,228,368.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5,221,408.85 385,495,562.21 15.49% -303,808,772.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30,158,271.43 348,782,812.16 23.33% -317,757,873.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63,449,028.61 355,594,911.92 142.82% 614,851,204.3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 0.23 17.39% -0.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 0.23 17.39% -0.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35% 12.02% 0.33% -9.53%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5,938,456,793.43 5,562,088,442.38 6.77% 5,387,121,769.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801,235,811.57 3,400,063,103.36 11.80% 3,015,584,39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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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901,651.17 1,205,090,906.92 1,156,711,977.23 1,074,009,357.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0,379,009.23 137,753,184.36 110,683,764.27 86,405,450.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0,455,700.54 137,622,034.22 109,977,885.47 72,102,651.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247,977.81 233,059,201.82 165,370,902.64 406,770,94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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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13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63,245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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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总数 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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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峰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66% 497,360,000    

尤小平 境内自然人 8.76% 146,872,000 110,154,0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2.46% 41,315,700    

陈林真 境内自然人 1.19% 19,990,100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5% 16,013,109    

中欧基金－农

业银行－中欧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82% 13,728,600    

嘉实基金－农

业银行－嘉实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82% 13,72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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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2% 13,727,100    

易方达基金－

农业银行－易

方达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82% 13,667,578    

杨从登 境内自然人 0.81% 13,660,000 10,245,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华峰集团、尤小平、陈林真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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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公司各部门认真贯彻“推动变革、提质增效、产销平衡、再创优势”的经营方针，围绕年初确

定的六大必须打赢的仗，通力协作，深挖潜能，在外部环境面临巨大挑战、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行业亏损

面迅速扩大的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有效应对了竞争对手新产能投放和低价冲击，竞争优势得到了明显提

升。2018年，公司氨纶产量、销量、营收、净利润四项主要指标再创历史最好成绩，并明显高于同行主要

竞争对手水平，均居国内行业领先水平。全年，公司完成氨纶产量14.39万吨，同比增长6.36%；销量14.03

万吨，同比增长2.03%；营业收入44.36亿元，同比增长6.89%；实现净利润4.45亿元，同比增长1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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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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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氨纶 4,411,004,986.41 998,717,796.73 22.64% 6.59% 17.94%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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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6 月 15 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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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应

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应收利息”和“应收股利”并入“其

他应收款”列示；“应付利息”和“应付股利”并入“其他应付

款”列示；“固定资产清理”并入“固定资产”列示；“工程物资”

并入“在建工程”列示；“专项应付款”并入“长期应付款”列

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应

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本期金额

1,195,274,300.22元，上期金额

1,507,577,262.65元； 

“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

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本期金额

838,964,428.62元，上期金额

682,677,179.20元； 

调增“其他应付款”本期金额2,695,283.70

元，上期金额2,843,415.94元；  

（2）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将原“管理费用”中

的研发费用重分类至“研发费用”单独列示；在利润表中财务

费用项下新增“其中：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项目。比较数

据相应调整。 

调减“管理费用”本期金额170,397,674.10

元，上期金额128,207,478.17元，重分类

至“研发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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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对外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公司自筹资金出资设立上海瑞善氨纶有限

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万人民币，出资后公司持有上海瑞善氨纶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2018年5开始将上海瑞善氨纶有限

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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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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