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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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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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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0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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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龙实业 股票代码 002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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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慧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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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址 江西省乐平市接渡镇 - 

电话 0798-6735776 - 

电子信箱 zhling958@163.com -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以生产精细化工产品为主的综合性化工企业，主要从事AC发泡剂、氯化亚砜、氯碱等化工产品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一）主要产品及用途 

AC发泡剂是一种性能优越的发泡剂。AC发泡剂主要用于聚氯乙烯、聚乙烯、天然橡胶及合成橡胶等

材料的常压发泡或加压发泡，还用于面粉改良剂、熏蒸剂和安全气囊的产气剂等。AC发泡剂广泛应用于制

鞋、制革、建材、家电等行业，由于AC发泡剂的优越性能，近年来AC发泡剂被应用于橡塑保温材料、汽

车内饰等新型环保、节能材料行业，市场前景广阔。 

氯化亚砜是一种重要的化工中间体，在染料、医药、农药等行业中具有广泛的用途。近年来氯化亚砜

的应用方法不断创新，目前氯化亚砜已被用于三氯蔗糖的制备等食品添加剂行业和锂电池的生产等新能源

行业，下游应用领域不断拓展。 

烧碱是极常用的碱，广泛应用于污水处理剂、基本分析试剂、配制分析用标准碱液、制造其它含氢氧

根离子的试剂等，在造纸、印染、废水处理、电镀、化工钻探方面均有重要用途。公司所生产的烧碱主要

用于制备次氯酸钠，进而生产AC发泡剂，外销比例占40%左右。 

（二）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采取统一采购、集中管理的采购模式，由供应部负责公司的大宗原材料、金属材料、建筑材料、

五金电器、化学试剂、橡塑制品、非金属杂物及各类包装物等采购供应工作。供应部通过对国内外市场信

息的收集分析，不断调整优化供货渠道管理、采购策略、价格管理等，确保采购质量和采购时间，节约采

购成本，并且与供货能力强、性价比高、产品质量过硬的供应商建立长期合作机制。 

2、生产模式 

公司实行按计划生产与按订单生产相结合的模式，并且根据市场变化情况适时召开生产经营会议，调

节当月产量和生产方向，实现动态平衡。在日常生产中，公司实行纵向一体化、横向规模化的生产模式，

根据产品类型划分不同分厂，由各分厂负责组织车间的生产，对生产工艺、生产设备、厂房安全等进行管

理，确保公司产品质量合格，并且定期总结本分厂产量完成、物料消耗、技改等情况并对其原因进行分析。 

3、销售模式 

公司采取以直销为主、经销为辅、在重点区域实行驻点直销的销售模式，大部分产品由公司销售部直

接对外销售，并在客户较为集中的河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设立直销网点，负责区域销售和市

场开拓。出口业务方面，公司采取直销的方式，直接与国外客户签订协议，销售产品。公司现拥有自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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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权，公司生产的AC发泡剂主要出口到东南亚、南美、南非、美国、意大利、土耳其等地区和国家。 

4、供应链贸易模式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世龙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依托世龙实业的购销业务平台，积极拓展世龙实业上下

游产品的相关贸易，为公司创造更多的利润。本期主要开展了尿素、煤炭、医药和农药中间体及其他化工

产品的贸易业务。 

（三）行业地位 

公司是国内AC发泡剂和氯化亚砜的主要生产商之一，在国内具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和品牌知名度。报

告期内，公司生产的AC发泡剂和氯化亚砜市场占有率均排名行业前列。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参与制定了国家

标准HG/T3788-2013《工业氯化亚砜》；公司是中国氯碱工业协会AC发泡剂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单位。至2019

年12月，公司已拥有十六项授权国家发明专利，其中氯化亚砜产品方面有12项，AC发泡剂产品方面有4项。

公司已掌握了超微细AC发泡剂和二氧化硫全循环法生产高纯度氯化亚砜方法的生产技术，并拥有多项自主

知识产权，公司的生产技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公司通过了职业健康安全、环境、质量三大管理体系认证，

2009年、2012年、2015年，2018年，公司连续多年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2019年度，公司通过了海关AEO高级认证，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南昌海关颁发的AEO高级认证企业证

书，是江西省化工行业首个、也是景德镇地区唯一通过高级认证的企业。公司已入选“2019年中国石油和

化工企业500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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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9,512,179.25 1,484,846,983.24 24.56% 1,201,491,857.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240,404.85 56,907,783.46 -132.05% 150,559,842.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042,528.88 49,313,373.96 -130.50% 151,761,440.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585,513.13 6,946,131.99 153.17% 122,892,978.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6 0.240 -131.67% 0.63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6 0.240 -131.67% 0.6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9% 4.89% -6.48% 13.67%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1,810,603,956.50 1,512,291,718.09 19.73% 1,375,484,4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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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21,805,540.36 1,166,223,781.98 -3.81% 1,159,923,19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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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738,606.44 620,375,418.11 514,394,083.64 210,004,071.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44,779.11 1,709,126.04 -16,918,718.64 -6,275,591.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47,981.47 1,071,681.73 -17,606,432.10 -455,759.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5,401,254.83 52,931,338.83 7,079,291.68 32,976,13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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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3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5,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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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大龙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55% 90,115,000 0   

新世界精细化工投资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12.14% 29,139,874 0   

江西电化高科有限责任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67% 18,400,000 0   

乐平市龙强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6.38% 15,300,000 0   

刘桂英 境内自然人 4.27% 10,257,363 0   

新疆致远股权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0% 6,000,000 0   

赵立君 境内自然人 0.61% 1,461,02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0.41% 991,000 0   

李文山 境内自然人 0.39% 941,000 0   

秦玉萍 境内自然人 0.25% 6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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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江西大龙实业有限公司、新世界精细化工投资有限公司、江西电化高科有

限责任公司、乐平市龙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新疆致远股权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发行前股东，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江西电化高科

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江西大龙实业有限公司 97.914%的股权。 

2、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李文山通过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股票 9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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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年，是公司规划高质量发展的谋篇布局之年，也是公司发展史上较为艰难的一年。公司的主业产

品历经多年的粗放型扩张，产品同质化及产能过剩严重，增速与效益逐步减缓。受市场新增产能急剧放大

的影响，行业产品的竞争局势愈发激烈，公司两大主产品AC发泡剂、氯化亚砜长期低价运行。 

面对不利的经济环境和市场环境，在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公司上下齐心协力、砥砺前行，紧紧围绕

企业发展的总体目标，以创新驱动为引擎，以夯实基础管理为抓手，降成本、补短板、稳中求进、守正创

新，一手抓结构调整促转型升级，一手抓内部优化促稳定运营，为公司高质量发展打开了良好局面。 

（一）聚集战略落地，高质量发展迈出稳健步伐 

针对公司当前的产品结构亟待调整优化的现实问题，公司确立了企业的全产业链发展战略目标：积极

开发氯碱、AC发泡剂、氯化亚砜、日用化工、精细化工板块的系列产品，形成优势互补、上下结合、循环

利用、切换自由的五大板块系列产品。 

2019年，公司通过原有产品向下延伸、深度开发，实施了新产品项目，延长了产业链，为公司发展增

添了新动能。 

1、本年度为平衡公司氯碱，公司选用尿素法合成工艺，建设一套年产2万吨80%水合肼装置，同时副

产十水碳酸钠和氯化钠产品，该项目一期工程已于2019至9月建成完工并投入正常生产。水合肼项目的建

设对公司AC发泡剂产品的环保与技术升级有着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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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为充分利用现有离子膜烧碱副产氢气的资源优势，采用目前最先进的蒽醌法钯触媒新型固定

床双氧水生产技术，建设一套年产20万吨27.5%双氧水装置，该项目计划2020年5月完工投入生产。 

3、公司2018年度与杨坤武先生等人共同投资设立江西世龙新材料有限公司，开展年产10,000吨2,2--

二羟甲基丙酸和年产2,000吨2,2--二羟甲基丁酸项目工程的建设，本年度已生产出优质的2,2--二羟甲基丙酸

产品投放市场。 

4、为推进公司业务结构的全面拓展和创新，增强企业未来的持续盈利能力，公司于2019年9月与股东

黄一宸、沈勇及上海涌垦化工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一家以生产、销售医药、农药等化工产品为主要业务

的合资公司，计划开发五大高附加值循环经济产品项目及一个配套产品。其中一期项目“年产1万吨邻氯

苯腈、年产1万吨对氯苯甲醛项目”已于2019年开始建设，预计2020年6月投入生产。 

本年度公司的新产品开发、产品结构转型升级迈出了实质性步伐：新产品40%水合肼、80%水合肼、

二羟甲基丙酸、二羟甲基丁酸、4-氯丁酸甲酯、氯代乙二醇单丙醚等6个精细化工产品相继试产成功。 

（二） 练好企业内功，保持主业经营的稳定发展 

1、2019年是公司成立以来的低谷时期，受主产品市场低迷、能源价格上涨、环保处理成本上升等综

合因素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下滑，经历了由盈转亏的困局。公司始终坚持以经济效益为核心，合理调配

产能，有效组织生产，实现了公司产品产量的持续增长。 

2、安全管理，环保趋稳。公司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针，认真贯彻

落实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加强安全管理，加大安全投入，装备本体安全水平显著提高。

公司深入开展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增强“五水”共治精准管理考核力度，重点抓好固废处理、废水回收、

以及产品尾气回收等工作，公司环保形势向好、向稳。 

3、创新研发，技术水平提升。2019年，公司通过对现有装置实施技术改良、工艺改进、填平补齐，

推动主业水平的稳步提升，增强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公司开展了AC发泡剂生产工艺及环保技术的研发工

作，并根据市场需求，成功研发了新规格型号的专用AC发泡剂，已实现销售，推动AC发泡剂产品向差异

化、高端化转型升级。 

4、攻艰克难，营销局面取得拓展。本年度公司主导产品的市场销售形势严峻，面对困难，公司自我

加压、紧贴市场、融通信息、求变创新，继续保持了世龙实业的品牌优势，公司各产品的销售量较去年同

比逆势增长。 

5、强本固基，综合管控持续增强。管理的持续创新，是企业转型升级的关键。2019年，公司通过了

海关AEO高级认证，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南昌海关颁发的AEO高级认证企业证书。公司坚持以管理模式创

新为抓手，深入推进产、供、销各环节的降本降费管理，强化成本费用管控，坚决实现降本增效发展目标，

着力提升企业经济运行质量和水平，确保企业经营的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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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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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 发泡剂 731,933,685.46 -8,646,457.19 -1.18% -12.64% -115.51% -7.84% 

烧碱 273,015,473.72 133,671,519.26 48.96% -4.48% -21.79% -10.84% 

供应链业务 582,234,849.50 24,402,301.11 4.19% 216.63% 1,088.89%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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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84,951.22万元，较上年同比增长24.56%；发生营业成本169,095.31万元，

较上年同比上升33.57%；实现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1,824.04万元，较上年同比下降132.05%。 

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增长，主要因子公司的贸易性营业收入较上年有较大幅度增长；营业成本上升系

子公司贸易业务增多，成本增加；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减少，主要原因为： 

1、公司主导产品AC发泡剂、烧碱受市场产能扩大的影响，销售价格下跌，产品毛利率降低； 

 2、本期新增银行借款，相关利息支出致财务费用上升； 

3、本期因增加新建项目、以及对原有产品的生产工艺进行技术改造而淘汰的废旧设备进行核销处置

的损失等因素影响，公司全年度的经营效益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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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2017年修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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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

融工具列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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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公司自2019 年6月10日起执行财政部2019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自2019 年6 月17 日起执行财政部2019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2 号——债务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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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新增三家控股子公司列入合并范围： 

子公司名称 主要经营地 注册资本 业务性质 
持股比例 

取得方式 
直接 间接 

江西世龙新材

料有限公司 

江西省乐平

市 
1,500万元 

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监控化学品、危险化学品除外);

新材料技术开发服务;技术进出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

需的原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的进出口(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55.00%  投资设立 

江西世龙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省乐平

市 
5,000万元 

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易制毒

化学品)、医药、染料中间体(除药品和危险品)生产、

销售;新材料技术开发服务;技术进出口;本企业生产、科

研所需的原材料(不含危化品)、机械设备、仪器仪表、

零配件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1.00%  投资设立 

江西世龙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省乐平

市 
600万元 

废气治理、废水治理、固废治理以及节能环保技术的

研究、开发及服务;节能环保产品制造、销售。(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5.00%  投资设立 

 

 

 

 

 

 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海清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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