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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26                            证券简称：永太科技                             公告编号：2019-021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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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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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0,093,827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其他股东持有的 512,778,827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中的股本溢价向除了控股股东王莺妹、

何人宝、浙江永太控股有限公司之外的其他股东每 10 股转增 1.2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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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具有完善产品链、产能规模全球领先的氟苯精细化学品制造商，主要经营医药、农药、电子化学品业务，主要为

国际巨头相关企业提供定制生产、研发和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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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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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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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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3,295,273,792.63 2,751,122,306.66 19.78% 1,748,536,267.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1,660,042.48 182,236,146.97 142.36% 277,018,947.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0,980,765.18 9,671,224.84 1,357.73% 59,901,523.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9,671,411.03 19,570,675.69 3,577.29% 84,232,459.7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4 0.22 145.45% 0.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4 0.22 145.45% 0.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54% 7.15% 8.39% 14.02%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6,648,302,170.82 5,863,822,682.59 13.38% 4,465,095,065.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008,215,708.40 2,674,064,152.33 12.50% 2,092,936,67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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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848,462.37 679,856,874.00 819,730,327.64 1,180,838,128.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5,750,663.28 276,520,336.61 35,796,961.95 43,592,080.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0,693,569.56 35,599,650.80 71,577,344.52 -16,889,799.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344.28 76,891,314.17 201,233,798.59 441,512,95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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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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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66,93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67,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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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 161,150,400 142,766,250 质押 157,150,395 

何人宝 境内自然人 13.58% 111,400,000 111,300,000 质押 111,399,696 

海通证券资管－工商银行－海通投

融宝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7.99% 65,500,000 0   

浙江永太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4% 34,764,600 0 质押 19,814,600 

中国医化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50% 20,502,306 14,351,615   

曾鸿斌 境内自然人 1.25% 10,291,857 0   

王淑芬 境内自然人 0.81% 6,614,100 0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盘古 2 号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6% 6,240,000 0   

朱苗琴 境内自然人 0.63% 5,130,000 0   

钟建新 境内自然人 0.51% 4,175,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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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永太控股有限公司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4,950,000 

股；曾鸿斌先生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8,029,917 股；朱苗

琴女士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5,1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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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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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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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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公司营业收入329,527.38万元，同比增长19.78%，销售规模实现稳步增长。2018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44,166.00万元，同比增长142.36%。相对上年同期增长明显。净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为：在行业安全、环保标准从

严的形势下，报告期内公司的竞争优势得到进一步展现，医药类、农药类、电子化学品的营业收入分别同比增长25.12%、

34.21%、9.40%，医药类、农药类产品毛利率分别提高2.17个百分点、7.37个百分点，电子化学品类毛利率下降3.66个百分

点，公司综合毛利率提高1.51个百分点，从而带来毛利额同比增加约18,701.23万元；报告期内基于公司对富祥股份失去重

大影响，对富祥股份的投资转入交易性金融资产核算以及减持部分富祥股份股票等原因，导致投资收益同比增长约11,933.75

万元；报告期内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减少9,069.81万元。2018年度公司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入71,967.14万元，较上年同期的

1,957.07万元增长明显，且明显高于本报告期净利润，主要系公司加强了应收账款回款管理，并进一步规范了上游供应链管

理，整体改善了公司资金运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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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药类 1,287,027,251.89 787,146,397.54 38.84% 25.12% 20.84% 2.17% 

农药类 484,533,665.37 352,845,830.14 27.18% 34.21% 21.88% 7.37% 

电子化学品 386,874,160.14 280,693,269.93 27.45% 9.40% 15.21% -3.66% 

贸易 1,115,361,682.81 975,992,114.24 12.50% 19.80% 19.75% 0.03% 

小计 3,273,796,760.21 2,396,677,611.85 26.79% 22.42% 19.86%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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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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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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批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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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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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2,230,258.28元，上期金额703,497,786.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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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4,203,536.66元，上期金额665,841,526.64元； 

调增“其他应收款”本期金额0.00元，上期金额0.00元； 

调增“其他应付款”本期金额9,672,356.16元，上期金额4,382,568.56元； 

调增“固定资产”本期金额0.00元，上期金额0.00元； 

调增“在建工程”本期金额11,203,437.20元，上期金额7,287,920.87元； 

调增“长期应付款”本期金额0.00元，上期金额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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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 调减“管理费用”本期金额95,560,838.22元，上期金额66,077,541.44元，

重分类至“研发费用”。 

（3）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新增“设定受

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比较

数据相应调整。 

董事会 “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本期金额0.00元，上期金额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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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完成收购江苏苏滨85%股权，江苏苏滨及其子公司江苏汇鸿和江苏润美实纳入合并范围。 

2、本期完成收购滨海美康100%股权，滨海美康纳入合并范围。 

（4）对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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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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