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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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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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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主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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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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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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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药和制剂的生产和销售；电子化学品产品主要有含氟单晶中间体、单晶、平板显示彩色滤光膜材料（CF 光刻胶）、锂电池

材料（六氟磷酸锂、双氟磺酰亚胺锂等）。 

(二)公司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采用合格供应商准入制度确定原材料的供应方。合格供应商的评定工作定期进行，评分标准主要包括供货价格、及

时供货状况、以及包装质量、售后服务、配合度等，公司按照评分结果确定合格供应商，作为年度原材料采购的对象。公司

对每种主要原材料至少确定两家合格供货商，以保证原料供应的稳定。  

生产部根据当月的库存以及产能状况向总经理提交下月的生产采购计划，总经理在此基础上依据市场供需情况进行调

整，确定后采购计划下发至采购部，由其具体执行。 

公司主要原材料的采购价格采取协商的方式参照市场价格确定，供应商如要调整价格需要提前发出书面的提价征询函，

这一安排有利于公司对于原料价格的变动提前作出反应，向其他供应商询价或寻求可能的替代品，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波动

影响。 

2、生产模式 

公司主要采取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主要依据销售订单量订立下月的生产计划。此外，公司也会依据市场状况对相应产

品进行提前备货，同时依据销售预测保持合理库存量。销售订单、备货和合理库存共同构成下月的计划生产量。 

生产部是生产计划的制定部门，由其编制每月的生产计划，并下发至各个车间具体执行。质量部对生产过程中的质量问

题进行全程监督，并负责产品的质量控制，在生产过程中进行中控，产成品入库前做质量检验，合格后方可入库。 

3、销售模式 

公司主要采取直销方式，由销售部负责国内外销售业务。一方面，公司在长期的经营过程中已经建立起较为广泛的客户

群，形成了稳定的销售渠道，保证了产品销售。另外，公司销售部通过网络、展会等多种方式，及时捕捉市场信息，跟踪客

户需求，根据对市场状况的判断和公司的实际生产状况，拟定销售方案，产品的销售价格主要依据市场价格确定，产品的生

产也依据市场的走势作出相应调整。 

(三)行业发展状况 

我国氟化工行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上游以萤石为主的原材料不仅储量丰富，分布广泛，

而且在勘测开采上也积累了丰富经验、专业人才和成熟技术；下游的氟精细化工产品也因为医药、农药、染料、新材料、电

子化学品等行业的发展，有力促进了含氟产品的技术研发和进步，行业生产装备水平和管理也日益提升，这些为氟精细化工

行业的进一步细化和进步奠定产业链基础。 

近年来，随着氟精细化工产品新品开发及应用领域不断扩大，除含氟医药、农药、染料、新材料、电子化学品等外，还

广泛应用于建筑、交通运输、农业、电气电子工业、航天技术及原子能等重要领域，其对于促进下游产业的升级具有十分重

要的作用，因此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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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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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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3,429,842,432.04 3,295,273,792.63 4.08% 2,751,122,306.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1,699,332.66 441,660,042.48 -38.48% 182,236,146.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5,061,336.97 140,980,765.18 17.08% 9,671,224.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2,071,954.08 719,671,411.03 -46.91% 19,570,675.6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 0.50 -38.00% 0.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1 0.50 -38.00% 0.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76% 15.55% -6.79% 7.15%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6,866,369,855.46 6,648,302,170.82 3.28% 5,863,822,682.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196,175,834.72 3,008,215,708.40 6.25% 2,674,064,15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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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7,707,368.38 942,931,721.02 987,442,262.52 761,761,080.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2,030,352.36 29,788,342.66 175,719,154.58 -45,838,516.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4,385,672.61 95,406,475.22 131,492,153.84 -106,020,801.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294,478.62 109,130,182.65 115,715,219.63 125,932,07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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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季度业绩波动原因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各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存在较大波动，主要受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变动的影响。公司

持有富祥股份的股票，计入交易性金融资产核算，以公允价值核算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受报告期内其股价波动影响，公司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相应波动。各季度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分别为6,286.17万元、-7,653.11万元、3,444.20万元、2,227.62万

元，对各季度损益产生影响。 

（2）报告期内，公司各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发生波动，第四季度扣非后净利润水平相对

较低。前三季度扣非后净利润逐步增长，主要系下游需求驱动，以及公司产品毛利率提高影响。第四季度扣非后净利润相对

较低，主要系第四季度综合毛利率下降以及财务费用、资产减值损失、销售费用增加较多所致。其中，公司在第四季度对浙

江生产基地各厂区开展安全排查、污水零直排等安全环保整治提升工作，完善公司安全环保生产体系建设，产量有所减少，

单位产品成本提高，综合毛利率降低为25.33%，相对全年平均毛利率28.53%有所降低；第四季度财务费用5,035.20万元，相

对前三季度的2,531.14万元、1,754.29万元、1,348.08万元增加较多，主要系前三季度人民币相对美元贬值，产生汇兑收益，

而第四季度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产生汇兑损失，导致财务费用增加；第四季度资产减值损失6,676.22万元，相对前三季度

的-2,158.38万元、768.12万元、-297.59万元增加较多，主要系报告期末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进行了商誉减值测试，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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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上海浓辉化工有限公司及浙江卓越精细化学品有限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计入当期资产减值损失金额4,060.15万元；

第四季度销售费用5,565.69万元，相对前三季度的2,224.63万元、3,164.77万元、2,218.94万元增加较多，主要系计提了销

售人员年终奖励，以及计提销售佣金等。 

（3）报告期内，公司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逐渐增加，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强对应收账

款回款的管理，和对上游供应链的管理，经营净现金流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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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10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97,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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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3% 161,150,400 120,862,800 质押 119,907,109 

何人宝 境内自然人 12.67% 111,400,000 83,5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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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43,949,823 0   

浙江永太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8% 27,104,600 0   

中国医化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61% 22,975,270 0   

曾鸿斌 境内自然人 1.29% 11,318,65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

泰鑫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1% 6,200,000 0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保险产品华泰组合 
其他 0.57% 4,999,925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

银施罗德阿尔法核心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54% 4,715,472 0   

钟建新 境内自然人 0.53% 4,679,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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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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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紧紧围绕“内生增长和外延扩张”的发展战略，积极落实各项年度经营工作计划，以主营业务为核心，全

面开展安全环保整治提升工作，加大技术研发投入，集中精力重点发展医药板块，有序推进医药产品注册申报，优化公司产

品结构，实现销售收入的稳步增长，为公司未来稳健健康、高质量发展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2019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169.93万元，同比下降38.4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6,506.13万元，同比增长17.08%。公司2019年度扣非后净利润保持增长，但总体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

因系投资收益同比减少较多，具体为：2019年度确认的投资收益2,509.13万元，相比2018年投资收益32,590.41万元下降较

多，其中，2018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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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2019年度无此类事项，导

致2019年投资收益较2018年减少较多。总体来看，公司整体经营发展良好，主业盈利能力较上一年有所提高。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不断进行工艺改进以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产品质量，下游客户对公司产品认可度提

高，公司产品的盈利能力得到提升，主营业务收入毛利率由上年的26.79%增长至28.43%，从而提升了主业经营效益。另外，

报告期内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进行了商誉减值测试，对子公司上海浓辉化工有限公司及浙江卓越精细化学品有限公司计提

商誉减值准备，计入当期资产减值损失金额4,060.15万元，减少了报告期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若不考虑该期末因素

影响，公司主业盈利水平更为可观。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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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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9年度扣非后净利润保持增长，但总体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系投资收益同比减少较多，具体为：2019年度确认

的投资收益2,509.13万元，相比2018年投资收益32,590.41万元下降较多，其中，2018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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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2019年度无此类事项，导致2019年投资收益较2018年减少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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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 

财政部分别于2019年4月30日和2019年9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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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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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 母公司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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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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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年
末余额58,967,615.32元，  “应收账款”

上年年末余额753,262,642.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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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年
末余额334,603,619.95元， “应付账款”

上年年末余额459,599,916.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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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年末
余额20,535,687.15元， “应收账款”上年

年末余额417,630,677.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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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年末
余额234,482,985.15元， “应付账款”上年

年末余额128,150,849.41元。 

（2）在利润表中新增“信用减值损失”项目，
反映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

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订)的要求计提
的各项金融工具信用减值准备所确认的信

用损失。比较数据不调整。 

董事会 在利润表中新增“信用减值损失”项目，
“ 信 用 减 值 损 失 ”2019 年 金 额 为

-1,030,298.05元。 

在利润表中新增“信用减值损失”项目，
“ 信 用 减 值 损 失 ”2019 年 金 额 为

-11,037,719.7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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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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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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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综合收益。 

以按照财会〔2019〕6号和财会〔2019〕16号的规定调整后的上年年末余额为基础，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主要影

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合并 母公司 

（1）因报表项目名称变更，将“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重分类至“交易性金融资产”  

董事会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减少327,816,650.51元； 

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327,816,650.51

元。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减少327,816,650.51元； 

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327,816,650.51

元。 

（2）将“其他流动资产-理财投资”重

分类至“交易性金融资产 

董事会 其他流动资产：减少 9,000,000.00 元； 

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 9,000,000.00

元。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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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62,401,072.00

元；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增加96,423,156.60

元。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62,401,072.00

元；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增加96,423,156.60

元。 

（4）将部分“应收款项”重分类至“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的金融资产（债务工具）” 

董事会 应收票据：减少58,967,615.32元； 

应收款项融资：增加58,967,615.32元。 

应收票据：减少20,535,687.15元； 

应收款项融资：增加20,535,687.15元。 

以按照财会〔2019〕6号和财会〔2019〕16号的规定调整后的上年年末余额为基础，各项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按照修订

前后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结果对比如下： 

合并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535,219,609.86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535,219,609.86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327,816,650.51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 

336,816,650.51 

其他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9,000,000.00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58,967,615.32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58,967,615.32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753,262,642.96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753,262,642.96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31,079,326.03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31,079,326.03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含其他流动资产) 

以成本计量(权益工

具) 
62,401,072.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

产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96,423,15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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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343,333,660.39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343,333,660.39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327,816,650.51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 

327,816,650.51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20,535,687.15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20,535,687.15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417,630,677.21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417,630,677.21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369,468,700.06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369,468,700.06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含其他流动资产) 

以成本计量(权益工具) 62,401,072.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

产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96,423,156.60 

（3）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修订） 

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修订）（财会〔2019〕8号），修订

后的准则自2019年6月10日起施行，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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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

无重大影响。 

（4）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2019修订） 

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2019修订）（财会〔2019〕9号），修订后的准

则自2019年6月17日起施行，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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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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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期设立内蒙古永太化学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2、本期出售江苏润美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莺妹 

2020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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