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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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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398,154,65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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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尤夫 股票代码 00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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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雪原 黄瑱 

办公地址 浙江省湖州市和孚镇工业园区 浙江省湖州市和孚镇工业园区 

电话 0572-3961786 0572-3961786 

电子信箱 wxy@unifull.com huangzhen@unifull.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目前拥有涤纶工业丝和锂电池两大业务板块，并通过参股投资，布局氢燃料电池产业。 

    （一）涤纶工业丝 

    公司目前是国内涤纶工业丝行业的龙头企业，具备完整的产、供、销经营链条。公司产品的盈利能力保持在同行业中的

较高水平，公司以优异品质的产品，健全的市场营销网络，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先进的生产工艺，形成了较强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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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涤纶工业丝业务的主要产品为涤纶工业丝、浸胶硬、软线绳、胶管纱线、帘子布和特种工程用帆布。涤纶工业丝广

泛应用于轮胎帘子布、输送带帆布、浸胶线绳等橡胶骨架材料，蓬盖布、广告布、屋顶材料、膜结构等PVC涂层织物、阳光

面料、土工织物、过滤材料、汽车安全带、吊装带、紧固带、捆扎带、缆绳、缝纫线、各种管材、网类织物等产业用纺织品，

最终应用领域广泛覆盖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基础设施及环保、建筑、防护、汽车制造、广告、休闲娱乐等诸多方面。

浸胶硬、软线绳及胶管纱线作为优异的橡胶骨架材料，广泛应用于轮胎、各种传动带，各种胶管等橡胶制品产业用领域。帘

子布和特种工程用布，广泛用于轻卡和轿车子午线轮胎、各类输送带及其它多种工业用途。 

    （二）锂电池 

    公司分别于2016年11月、2017年12月完成收购智航新能源的51%股权和49%股权，外延切入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产业。智

航新能源是一家专业从事新能源汽车三元动力锂电池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拥有三元正极材料、电芯和PACK

系统的完整生产线的新能源企业。 

    （三）氢燃料电池 

    公司于2017年7月投资武汉众宇25%的股权，以实现氢燃料电池产业的布局。武汉众宇于2011年成立，主营业务为燃料电

池电堆及系统方面的产品开发、生产、销售以及技术服务，是一家具备“制氢、气体压缩、氢燃料电池系统及核心部件”技

术，在氢能产业链上覆盖较广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产品为燃料电池无人机动力系统、燃料电池电堆、41KW、60KW车用燃料

电池动力系统等。武汉众宇于2015年当选为中国电器工业协会燃料电池分会副理事长单位，同时也是中国燃料电池汽车产业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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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4,044,798.89 3,860,460,841.01 -20.11% 5,084,374,549.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158,392.06 -1,046,943,160.99 105.84% 323,881,605.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36,150,693.76 -1,073,984,409.59 -59.39% 294,416,114.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5,275,852.13 -395,624,596.35 194.86% 335,687,319.7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2.63 105.84% 0.8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2.63 105.84% 0.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87% -82.31% 90.18% 13.71%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5,909,745,732.46 6,349,158,943.73 -6.92% 7,870,416,313.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07,137,963.65 746,189,789.49 8.17% 1,797,114,49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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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8,562,491.10 821,689,460.20 774,324,301.88 699,468,54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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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044,803.28 10,494,228.51 -53,728,560.91 99,347,921.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45,366.79 -32,897,256.33 -65,308,199.25 -339,790,604.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9,982,773.15 188,647,296.29 113,155,835.69 123,455,49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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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1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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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州尤夫控股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7.80% 110,698,802 0 

质押 110,650,000 

冻结 110,698,802 

上海垚阔企业

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13% 68,209,350 0   

佳源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7.22% 28,750,800 0 质押 27,830,000 

中融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中

融－证赢 130号

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6.99% 27,830,000 0   

华鑫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华

鑫信托·鑫慧 2

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4.22% 16,815,640 0   

云南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盛

锦 43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3.68% 14,656,805 0   

中航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中

航信托·天顺

【2019】22 号上

海垚阔投资单

一资金信托 

其他 1.86% 7,423,854 0   

徐建新 境内自然人 0.39% 1,567,800 0   

赵文艳 境内自然人 0.36% 1,423,050 0   

郑静雪 境内自然人 0.32% 1,257,8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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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盛锦 4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由周发章先生委托设立；上海垚

阔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融－证赢 130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航信托·天顺【2019】22 号上海垚阔投资单

一资金信托为一致行动人；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

存在《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未知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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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公司涤纶工业丝板块生产经营基本正常，产销两旺，主要由于同行业产能释放、同时受中美贸易战等因素

影响，竞争加剧，涤纶工业丝及其附属产品销售价格下降，导致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由于报告期内锂电池产业政

策调整，产业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加之补贴力度快速下降，新能源汽车客户骤减，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智航新能源有限公司

销售订单同比去年大幅下降，因订单减少，开工率不足，产品单位成本大幅提高。同时江苏智航新能源有限公司产能利用率

不足，因此造成其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大幅下滑。 

2、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9年度公司总资产 5,909,745,732.46元，比上年同期减少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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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3,084,044,798.89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0.1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1,158,392.06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05.84%；基本每股收益0.15元/股，比上年同期增加10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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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涤纶工业丝 2,597,957,950.30 -489,237,846.60 19.14% -17.18% -9.47% -6.89% 

动力锂电池 59,839,141.14 -229,357,058.74 -55.73% -76.46% -70.17% -3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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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营业收入较2018年同比下降20.11%,营业成本较2018年同比下降14.40% ，主要系报告期内同行业产能释放、同时受中

美贸易战等因素影响，竞争加剧，涤纶工业丝及其附属产品销售价格下降以及锂电池销售订单同比去年大幅下降，同时智航

新能源产能利用率不足所致，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上升105.84%,主要系收到业绩补偿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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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五（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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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3月，公司新设立北京尤夫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金3000万，截止期末，已实缴9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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