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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99              证券简称：雄塑科技              公告编号：2020-017 

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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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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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未来实施利润分配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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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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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雄塑科技 股票代码 300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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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燕芳 李艳洁 

办公地址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龙高路敦根路
段雄塑工业园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龙高路敦根路
段雄塑工业园 

传真 0757-81868318 0757-81868318 

电话 0757-81868097 0757-81868066 

电子信箱 XS300599@126.com XS300599@12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以新型化学建材为核心业务领域，已发展成为专业从事“环保、安全、卫生、高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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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管道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一体化的高新技术企业，作为国内塑料管道行业内工艺技术先进、生产

规模较大、产品规格齐全、品牌优势突出的领先企业，公司拥有广东南海、广西南宁、河南延津、江西宜

春四大生产基地，海南海口基地目前还在建设中，云南易门基地正在筹建之中。 

公司目前主营业务产品涵盖聚氯乙烯（PVC）、聚乙烯（PE）、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等系列管材

管件，包括建筑用给排水管材管件、市政给排水（排污）管材管件、地下通信用塑料管材管件、高压电力

电缆用护套管等众多系列，广泛应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市政工程、农村饮水安全、雨污分流、5G通信网

络、智能电网建设等领域。 

公司产品销售模式以经销为主、直销为辅，经销业务作为公司营业收入的主要来源，主要依托各地经

销渠道运营，销售网络基本覆盖全国所有地级以上城市和重要的县级城市，公司与经销商的关系为买卖关

系；直销业务主要服务于公司重点大客户，由公司依托大型企业集团战略采购、政府采购、大型项目开发

商（或其总承包商）直接招投标等方式运营。 

2019年，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更加复杂严峻，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交织，面对全球经济增长放缓

以及国内经济下行的影响，我国经济从追求高增长转向合理经济增速下的经济增速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宏观逆周期调节政策，持续落实“六稳”工作，国内经济保持平稳运行态势，持续

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与此同时，我国实施大规模减费降税措施，并不断推出贸易便利化措施，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进一步缩减外商投资负面清单、通过《外商投资法》、颁布《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建设深

圳先行示范区、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以及新增6个自贸试验区，不断完善国家重大区域改革，但是依然

存在较大经济下行压力，工业运行稳中趋缓，物价水平较同期上涨幅度较快，投资需求降低，消费市场活

力减弱等深层次问题。在国内基建领域，受减税降费举措以及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监管强化的影响，地方

政府财政收入增长较为低迷，本年度的基建投资增长一直低于市场预期；受制于房地产行业和居民总体需

求变化的影响，塑料管道行业产量增速放缓；同时，由于行业中低端产品高度重合，行业竞争格局进一步

加剧。 

根据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塑料制品产量为8,184.2万吨，同比增长3.9%，其中广东省的塑料制

品产量达到1,339万吨，同比增长9.6%。塑料管道行业产业结构正在逐步转变，集中度正在增强，生产企业

主要集中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广东省作为塑料工业重要省份，近年来，全行业、企业坚持创新发展理念，

不断探索产业科学发展路径，引导行业理性、有序、科学进行调整，促进产业、产品结构优化提升，产业

基础夯实。 

公司是国内技术领先的大型塑料管材管件生产企业之一，系高新技术企业，且是国内首批、行业首家

获得“中国企业五星品牌认证”的环保高分子管道建材企业，“雄塑”成为国内新型化学建材的知名品牌标志。

公司多项产品被评为“广东省名牌产品”、“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并通过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同时，

公司经过多年生产经营积累了企业自身独特的竞争优势、研发技术优势、产品精度和品质优势，并拥有一

支优秀的管理团队，利用完善的经营管理机制，结合市场需求，不断创新与进取。长期以来，公司为客户

提供优质的产品与快速服务，在市场上得到客户的认可，塑造了良好的品牌形象。 

     未来，公司会紧密围绕“提升管理、改善服务、优化生产、增强品牌、夯实品质”的总体工作思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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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为根本核心，持续深耕现有业务，积极推进公司海外业务战略布局，稳妥推进公司对外投资计划，深

入挖掘公司更深层次的潜力和核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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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912,002.54 1,872,844,855.02 7.91% 1,536,561,612.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3,792,367.26 203,960,397.44 14.63% 133,655,587.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8,048,858.07 192,211,527.69 18.64% 130,049,193.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2,571,649.46 105,989,664.37 128.86% 177,627,935.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7 0.67 14.93% 0.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7 0.67 14.93% 0.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15% 14.50% 0.65% 11.25%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1,986,741,394.84 1,786,451,631.48 11.21% 1,673,456,246.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97,490,783.65 1,412,338,416.39 13.11% 1,244,858,0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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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038,862.75 511,658,049.32 521,056,807.57 564,158,282.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544,061.65 57,201,959.31 65,707,272.18 54,339,074.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4,779,409.88 57,082,594.39 64,283,540.29 51,903,313.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576,027.90 36,970,241.37 87,753,207.00 184,424,22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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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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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21,158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9,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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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锦禧 境外自然人 29.82% 90,667,200 90,667,200   

黄淦雄 境内自然人 19.35% 58,822,400 58,822,400   

黄铭雄 境内自然人 16.55% 50,315,200 50,315,200   

佛山市雄进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0% 8,195,200 8,195,200   

彭晓伟 境内自然人 0.54% 1,630,000 1,222,500   

蔡城 境内自然人 0.49% 1,480,000 1,110,000   

吴端明 境内自然人 0.39% 1,200,000 1,087,500   

胡栓保 境内自然人 0.29% 879,429 0   

张海忠 境内自然人 0.25% 745,700 735,000   

刘延辉 境内自然人 0.20% 618,9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1、上述股东黄锦禧与黄淦雄、黄铭雄系父子关系，黄淦雄、黄铭雄系兄弟关

系。2、上述股东黄锦禧、黄淦雄、黄铭雄及雄进投资为一致行为人。3、上述

股东黄铭雄持有雄进投资 100%股权。除上述情形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

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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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售收入约20.21亿元，同比增长约7.91%；净利润约2.34亿元，同比增长约14.63%。 

2019年公司产品主要原材料聚氯乙烯多数时间处于震荡的局面，价格波动起伏明显；已投产的广东南

海、江西宜春、广西南宁、河南延津实现的产量约23.68万吨，产能利用率达到65%；公司依然延续以经销

为主、直销为辅的产品销售模式，长期以来围绕华南、西南区域 作为核心发展地区，同时不断加大对华

北、华中等其他区域销售的支持力度和人力资源配置，稳步推进下属子公司在辐射地区的经营计划有序开

展，不断提升公司下属各生产基地在当地的销售优势，公司整体经营状况实现平稳发展。 

公司在报告期内坚持产品质量为企业生命线的原则，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改善生产管理模式，优

化产品结构，保障产品质量，进而提升品牌的美誉度；同时，公司也注重内部科学的管理运营，加强人才

管理建设，深化内控监管，优化公司产能配置公司；紧跟国家“一带一路”的建设蓝图，积极开拓海外市场，

进一步加强完善公司的营销布局，方方面面保障公司的稳步发展。坚持将公司做强做大，更好的回报广大

的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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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VC 系列管材 1,450,479,873.17 350,974,936.81 24.20% 5.31% 8.12% 0.63% 

PPR 系列管材 243,097,020.02 80,050,265.82 32.93% 12.57% 16.40% 1.08% 

PE 系列管材 319,544,716.57 89,243,574.51 27.93% 15.53% 57.88% 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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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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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0,000.00元， “应收账款”上年年末余额
157,955,008.49元。 

（2）在利润表中投资收益项下新增“其中：以摊

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项目。比较
数据不调整。 

董事会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本期金额0.00元。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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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重分类
至"交易性金融资产（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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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减少0.00，交易性金融资
产（负债）：增加0.00。 

（4）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董事会 
其他流动资产：减少40,000,000.00，交易性

金融资产：增加40,000,000.00。 

（5）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重分类为"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董事会 

其他流动资产：减少0.00，交易性金融资产：

增加0.00，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0.00，其

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增加0.00，其他综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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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减少0.00，留存收益：增加0.00。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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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其他权益工

具投资：增加0.00。 

（7）可供出售债务工具投资重分类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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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其他债权投

资：增加0.00。 

（8）可供出售债务工具投资重分类为"以摊余成本

计量的金融资产"。 
董事会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0.00，其他综合收

益：减少0.00，债权投资：增加0.00，递延所
得税负债：减少0.00。 

（9）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

金融资产"。 
董事会 

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少0.00，债权投资：增

加0.00。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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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应收款项融资：增加

0.00，其他综合收益：0.00，递延所得税资产
/负债：0.00。 

（11）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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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提预期信用损失准备。 

董事会 

留存收益：减少0.00，应收票据：减少0.00，

应收账款：减少0.00，其他应收款：减少0.00，

债权投资：减少0.00，其他综合收益：增加
0.00，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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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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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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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深入开拓云南区域市场，公司投资设立云南雄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100.00%，于2019

年6月26日领取了云南省易门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425MA6NWKHKXE），住所：云南省玉溪市易门县龙泉镇文昌路218号302室；经营范围：PVC/PPR/PE

高性能高分子环保复合材料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塑料制品、五金电器、水龙头、电器开关插座、装

饰材料(不含国家政策规定的专营、专控商品)生产、销售;对外贸易经营(货物进出口或技术进出口)；货物

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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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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