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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20                           证券简称：吉林化纤                           公告编号：2020-09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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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鹏 

办公地址 吉林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昆仑街 216 号 吉林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昆仑街 216 号 

传真 0432-63502329 0432-63502329 

电话 0432-63502452 0432-63502331 

电子信箱 xjg6806@163.com xxp9410@q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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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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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否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2,690,565,539.92 2,562,401,716.87 5.00% 2,197,822,695.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0,912,171.14 132,413,848.35 -31.34% 85,594,136.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0,047,510.89 130,438,519.47 -30.97% 78,057,013.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933,366.42 177,100,494.21 -57.69% 31,664,179.9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61 0.0672 -31.40% 0.04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61 0.0672 -31.40% 0.04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7% 4.64% -1.57% 3.12%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总资产 8,478,434,256.57 7,140,258,060.55 18.74% 6,180,131,201.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010,177,961.82 2,919,265,790.68 3.11% 2,786,837,633.8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80,222,230.51 636,999,753.16 632,143,554.21 741,200,002.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860,789.91 51,895,085.95 10,995,829.54 9,160,465.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348,598.63 51,538,889.73 10,276,099.08 9,883,923.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257,871.48 32,829,944.35 44,127,643.55 74,933,36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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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744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88,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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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方大投资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25% 320,208,776    

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16.14% 318,067,074 119,189,026 质押 158,000,000 

吉林市国有资本发展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8.72% 171,834,911  质押 85,917,455 

财通基金－上海银行

－王锋 
境内自然人 3.70% 72,986,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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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威 境内自然人 3.30% 65,114,394    

吉林化纤福润德纺织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3% 63,556,800  质押 31,769,998 

崔广军 境内自然人 1.72% 33,970,000    

吉林九富资产经营管

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1% 21,875,000    

徐惠工 境内自然人 1.00% 19,700,000    

方陈亮 境内自然人 0.63% 12,33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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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国有资本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吉林化纤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与吉林化纤福润德纺织有限公司是母子公司，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

吉林九富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2020 年 3 月 11 日吉林化纤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与吉林九富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解除一致行动人关系的协议》公

告编号 2020-04），上海方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方威为实际控制人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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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方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通过信用担保账户持有 33,216,300 股，崔广军通过信

用担保账户持有 33,9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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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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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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是公司挑战最多、压力最大的一年，也是公司逆势而上、直面挑战的一年，更是公司大胆实践、颠覆性创新发

展的关键一年！面对贸易摩擦升级、市场竞争加剧、行业开工不足、要素成本攀升的严峻形势，在公司党委和董事会的正确

领导下，兼顾经营质量与经营总量，通过强化管理、放大经营、做实项目、创新升级、党建引领，使企业发展更加稳健、经

营效果更加显著、优势资源更加凸显、发展活力充分释放、发展合力更加强劲。 

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269,056万元，同比增长5%；实现净利润9,091万元，同比下降-31.34%。 

（一）、聚焦主业 

公司全力发展粘胶长丝，不断提升技术优势和质量优势，在充分消化吸收已有工艺技术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升级工艺和

管路配制，对原有装备进行部分自制和升级改造，实现了质量的再提升。  行业内竞争优势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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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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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占有率不到得到提升。 

（三）加大环境治理投入 

根据2017年国家环保督察组督察意见，完善环保管理体系，建立、健全了《股份公司环保岗位责任制》、《环保设施运

行管理制度》、《环境管理考核标准》等相关环保制度，进一步明确各级人员职责。认真梳理厂内环境保护方面的规章制度，

进行完善，制定了环保管理制度。根据我厂具体情况，组织各车间进行环保事故应急演练。对于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进行

重新制定并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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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3,991,287.24 548,301,654.74 23.90% 8.41% 26.29%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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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新金融工具系列准则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

资产转移》、 《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后的准则规

定，对于首次执行日尚未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之前的确认和计量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应当追溯调整。涉及前期

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本公司将因追溯调整产生的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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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综合收益，执行上述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

序 

受影响的合并报表项目名称和金

额 

受影响的母公司报表项目名称和

金额 

非交易性的可供出售权益工具

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

产”。 

已批准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

330,804,688.00元，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增加330,804,688.00元。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

330,804,688.00元，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增加330,804,688.00.元。 

2）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系列通知 

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2019年9月19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

（财会【2019】16号），与财会【2019】6 号配套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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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影响的合并报表项目名称和金

额 

受影响的母公司报表项目名称和

金额 

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

收账款”列示；“应付票据及应付

账款”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

付账款”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已批准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应

收票据”本期金额  

74,275,715.59元，上期金额

132,909,435.57元；“应收账款”

本期金额369,345,002.79元，上期

金额254,385,299.52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

“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应

付票据”本期金额  

1,128,625,000.00元，上期金额  

690,100,000.00元；“应付账款”

本期金额770,823,833.72元，上期

金额722,953,736.24元；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应

收票据”本期金额72,532,677.70

元，上期金额132,659,435.57元；

“应收账款”本期金额

276,247,098.70元，上期金额

176,099,406.33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

“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应

付票据”本期金额

1,128,625,000.00元，上期金额

690,100,000.00元；“应付账款”

本期金额705,960,973.23元，上期

金额640,053,564.41元； 

3）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2019 年 5 月 9 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 号），根据本准则，

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非

货币性资产交换，不进行追溯调整。执行本准则未形成对本公司财务数据影响。 

4）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 

2019 年 5 月 16 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 号），根据要求，根据本准

则，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

组，不进行追溯调整。执行本准则未形成对本公司财务数据影响。。 

5）公司于2019年度董事会决议通过，对除预计不会形成风险损失款项外的预付账款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政

策，执行该项政策对公司财务管理来说更为谨慎。需要计提坏账准备的预付账款按照如下比例计提坏账准备： 

账   龄 计提比例 

一年以内 5% 

一至二年 10% 

二至三年 20% 

三至四年 60% 

四至五年 80% 

五年以上 100%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本期损益的影响为增加资产减值损失13,402,996.07元。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本报告期未发生其他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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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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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