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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延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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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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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77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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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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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江股份 股票代码 300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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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腾 朱小聘 

办公地址 厦门市同安工业集中区湖里园 87-88 号 厦门市同安工业集中区湖里园 87-88 号 

传真 0592-5229833 0592-5229833 

电话 0592-7268020 0592-7268020 

电子信箱 yanjanxincai@yanjan.com yanjanxincai@yanja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的经营范围和主营业务 

公司成立于2000年，主要从事一次性卫生用品面层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在20年的发展历程中，公司一直致力于

创新型面层材料的生产与研发，与客户紧密合作，为客户量身定制了各种面料。公司的主要产品为3D打孔无纺布和PE打孔

膜，主要是用作妇女卫生用品、婴儿纸尿布等一次性卫生用品的面层材料，其中3D打孔无纺布是应用于高端纸尿布的面层

材料。公司与国内外众多知名品牌企业建立了良好、稳固的合作伙伴关系，是国内极少数进入下游客户高端产品领域的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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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之一，已逐步形成强大的人才、技术和品牌优势。 

报告期内，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以下简称“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爆发，为满足市场口罩生产需要，公司在原有主

营业务的基础上，利用自身技术优势以及深耕无纺布市场多年的经验，在短时间内开发了新产品熔喷无纺布，并持续提升熔

喷无纺布的技术指标，适应了市场及客户需求，促进了公司业务更多元化发展。 

（二）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设置了采购中心，下设采购部，由其负责维持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所必需的原辅材料的采购以及供应商的开发和管

理。公司建立采购业务岗位责任制，明确规定相关的部门和岗位的职责与权限，确保办理采购业务的不相容岗位相互分离、

制约和监督。 

公司目前实行以订单为导向的直接采购模式，在保证完成订单生产目标的前提下，遵循合理的储备指标及严格的采购

流程，确定采购数量，减少因盲目采购而导致材料的积压闲置。 

公司十分重视合格供应方的开发，以持续保证原材料的品质符合要求并紧跟市场新产品、新材料的发展趋势。公司建有

供应商名录，通过完整、严格的筛选体系来确定进入名录的供应商，并会在每年都会对供应商进行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的质

量考核。供应商名录制度保证了原材料的采购质量，有效控制了采购成本。 

2、生产模式 

在生产架构设置方面，公司的生产中心由主管生产的副总经理领导，下辖计划物流部、生产部和设备维护部。其中，

计划物流部负责生产计划和材料需求计划的制定、仓储管理和物流安排；生产部负责领料、生产、包装等整个生产过程；设

备维护部负责机器设备的日常运行维护保养工作。各部门间分工明确、配合良好，充分保证了产品生产过程的正常运转。 

公司的生产主要根据产品的销售计划和订单情况，制定生产计划，组织安排生产。公司对于生产计划的完成情况制定了

明确的奖惩制度，以确保各生产车间能严格按照生产计划安排生产，有效避免了超量生产带来的库存商品呆滞情况的发生。

公司亦制定了严格的生产质量控制制度，确保各步骤生产工艺流程均按照质量控制程序规范操作。 

3、销售模式 

公司的销售主要以直接销售的形式进行。公司营销中心负责对外开拓市场、展开营销，其下设的国内营销部和国际营

销部分别处理国内和国际客户的业务订单。 

公司十分重视营销过程中对客户的技术服务支持，通过面谈、信函、电话、传真、邮件等形式为客户全程提供产品技

术咨询服务。营销部设专人负责组织、协调产品的服务工作，与客户进行日常联络，了解分析客户的需求和潜在需求，并作

出相应的应对措施。公司每年都会对客户发出满意程度调查，并妥善处理客户的投诉，通过持续的改进不断提升公司的品牌

形象。 

（三）报告期内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1、全球供应链体系初步完成，海外业务稳健发展 

自2017年下半年以来，公司先后在埃及、美国和印度设立了海外生产基地，分别对应了中东非洲地中海市场、北美市场

和印度市场。这些海外生产基地建成后，缩小了公司的运输半径，缩短了物流时间，减少了物流成本。客户的海外公司将相

关市场及周边地区的订单转移给公司对应的海外生产基地，使得公司的海外需求得到快速提升，公司全球化战略取得阶段性

成功。 

报告期内，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全球的产业链遭遇到十分严峻的挑战。得益于公司近年来全球产能布局的战略实施，

公司没有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导致供应链断裂。尽管个别子公司因为当地疫情短期内受到了波及，但各子公司迅速进行了调

整，很快进入正常生产状态，较好地满足了当地客户的需求。报告期内，美国子公司Yanjan USA LLC不仅实现了同比扭亏

为盈，而且实现自成立以来的年度最高盈利；埃及子公司亦创下年度业绩新高；印度子公司2020年实现首次年度盈利。 

2、内部管理持续优化，运营效率提升 

近年来，公司一直没有停止对外投资的步伐，已经初步成为一家拥有一定规模的集生产、研发、销售运营为一体的跨

国集团。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强化内部管理，通过更细化的分解运营指标，控制成本增速，以保证全球化运营效率的提升，

使得业绩的增长能有效的转化为公司的利润；另一方面，经过几年来的持续努力，公司海外运营团队已经日趋成熟，外籍管

理人员能够有效的按照公司的经营理念及制度方针进行海外子公司的日常运营管理，报告期内有效地克服了新冠疫情对生产

经营管理带来的不利影响。 

3、适时开发新产品，培育业务新增长点 

报告期内，针对新冠疫情导致的熔喷无纺布短缺局面，公司利用自身技术优势在短时间内开发出熔喷无纺布，满足了

客户需求。报告期内特别是2020年上半年，熔喷无纺布产品销售情况良好，促进了公司业绩较大幅度增长。另一方面，公司

不断投入研发力量，持续开发符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以及提升熔喷无纺布产品的质量，赢得市场客户口碑的同时，为今后

公司拓展新的业务领域奠定了良好基础。 

（四）公司所处行业分析 

1、行业竞争格局和市场化程度 

公司的产品主要用在一次性卫生用品的面层。近年来，国内一次性卫生用品（包括吸收性卫生用品和擦拭巾）市场持续

增长，各类产品的消费量都在增加。特别是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吸收性卫生用品行业产品种类不断丰富、功能不断

完善、普及程度不断提升，已成为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重要行业。 

根据生活用纸委员会统计【2020年度行业统计数据尚未出来，暂用2019年度行业数据】，2019年国内吸收性卫生用品的

市场规模（市场总销售额）达到约1165.3亿元，同比增长3.4% 。其中，女性卫生用品占49.1%，婴儿纸尿裤/片占42.8%，成

人失禁用品占8.1%。相比2018年，女性卫生用品和婴儿纸尿裤/片占比稍有下降，成人失禁用品占比继续提升。 

（1）女性卫生用品 

根据生活用纸委员会的统计，2019年女性卫生用品合计市场规模572.4亿元，比上年增长1.7%。其中，卫生棉条、经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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裤等细分产品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是传统卫生巾产品的有益补充。同时，由于女性消费者卫生意识提高，更换频次增

加，使得2019年消费量略有增长。另一方面，由于部分夜用卫生巾被经期裤替代，加上迷你卫生巾受到消费者青睐，使得卫

生巾的平均出厂价下降。此外，卫生巾高端化趋势仍在继续，进口卫生巾的数量、金额都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但平均价格

有所下降。 

根据《中国生活用纸年鉴》，2017年我国的卫生巾市场渗透率已达到100%，整体市场进入饱和期，产品创新将成为未

来行业增长的主要动力。 

（2）婴儿纸尿布 

根据生活用纸委员会的统计，2019年婴儿纸尿裤/片整体市场继续保持低速增长，销售量比上年增长3.9%，市场规模比

上年微增1.1%，市场渗透率由2018年的63.9%上升到2019年的72.2%，但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90%以上的市场渗透率水

平相比，中国婴儿纸尿裤市场渗透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根据中国造纸协会的数据，2018年统计在册的婴儿纸尿裤企业有701家，行业整体集中度不高，市场竞争激烈。在同质

化产品类别中普遍存在价格战，特别是在婴儿纸尿裤外贸市场由净进口转为净出口的过程中，未出国门就已经出现白热化的

价格战，导致婴儿纸尿裤的平均出厂价下降，使销售额增长低于销售量的增长。另一方面，健康和高品质生活仍是国内消费

者的热切追求，高端产品和拉拉裤产品占比继续提高。 

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布局，国内的生产商在自主研发和产品创新方面已经得到了明显提升，部分头部制造商的自主设计

研发能力、生产技术和质量控制水平基本达到甚至超越国外同类产品。在品质提升和新零售业态势起的情况下，国产品牌正

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认可和青睐，并且凭借在价格和渠道方面的优势，外资品牌正面临国产品牌的强势反攻，行业格局开始

变化。 

（3）成人失禁用品 

2019年，成人失禁用品市场规模继续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其中，成人纸尿裤/片的消费量和市场规模都有显著增长，

护理垫的消费量（大部分护理垫产品出口海外市场）虽然增长但因平均出厂价格下降导致市场规模下降。在按片计的总消费

量中，纸尿裤占69.5%，纸尿片占10.8%，护理垫占19.6%。 

2019年成人纸尿裤平均出厂价格提高，使销售额增长高于销费量的增长，市场规模增长高于消费量增长。2019年市场

规模比2018年增长33.6%，单纯以价格为导向的消费观念正在发生变化，成人失禁用品市场进入发展的快车道。从竞争格局

来看，失禁护理产品由国内品牌主导，且市场集中度较为分散。 

目前，国内成人失禁用品市场尚处于导入期阶段，国内成人失禁护理用品的市场渗透率低。但随着老龄化人口的增加

和消费观念的改变，市场规模有望快速增长。除了老年失禁人群和重度失禁者外，孕妇、轻度失禁者的市场也有望逐渐拓展，

前景广阔。 

2、行业的周期性、区域性和季节性特点 

（1）周期性特征 

PE膜和打孔热风无纺布行业的下游客户为直接面对终端消费者需求的卫生用品行业生产商,主要生产妇女卫生巾、儿童

纸尿裤等。受宏观经济的周期影响，其发展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年人均消费性支出存在相关性。消费导向与国民人均

收入相关联，所以行业总体上与宏观经济周期保持同步。但另一方面，经由成熟市场以及我国市场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一

旦消费水平达到，消费者对相关产品的消费粘性较高，且对产品品质需求表现出一定的刚性，波动幅度与一般商品相比较来

看，受经济周期影响较小。 

（2）区域性特征 

PE膜和打孔热风无纺布由于自身的体积大、重量轻，长距离运输将导致商品单价过高，因此面层材料的销售会受到运

输条件和运输距离的制约。但是随着产业集群作为一种新的生产组织形式以及全新的区域发展模式出现，产业集群成为了众

多区域实现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另外随着物流行业的高速发展，区域性限制将逐渐减弱。不过，如果要实现跨洲供应，从

目前的情况来看，仍需要设置区域性生产配套。 

（3）季节性特征 

PE膜和打孔热风无纺布本身不受季节性影响，但由于夏季天气炎热，大部分家庭会减少婴儿纸尿布的使用量，以防婴

儿臀部皮肤过热发生皮疹等现象。这就会间接影响了上游供应商的产销量，春秋冬则是消费者购买的旺季，但随着卫生用品

越来越向轻薄性、功能性和时尚性发展,产品应用领域不断扩大，产品消费群规模不断增加，无纺布产品的需求在稳步上升，

生产和销售季节性特征正在逐渐淡化。 

3、行业发展趋势 

（1）一次性卫生用品包括女性卫生用品及婴儿纸尿裤等继续向高端方向发展，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高品质、健康生活

需求的创新产品不断涌现。 

（2）一次性卫生用品销售渠道多元化、碎片化，新零售发展如火如荼。卫生用品零售业的主要渠道及消费人群都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销售渠道更加多元化、碎片化，80 后、90 后已成为主要的消费人群，他们追求高品质、个性化，拥有一定

的消费能力，更注重产品体验。 

（3）“中国质造”与渠道裂变助推国产品牌崛起。一方面，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续稳定增长为消费升级提供基础；另

一方面，渠道裂变为国产品牌迅速崛起提供重要机遇。 

（4）消毒湿巾、婴儿擦拭巾等需求将较快增长。2020年新冠疫情大流行，全球擦拭巾市场规模增加至190多亿美元。

后疫情时代，人们将更加关注卫生习惯，并将促使消费者在更多的场合（如餐饮、酒店）购买使用一次性卫生用品，进一步

提高擦拭巾的需求。 

总体来看，一次性卫生用品行业未来发展仍有充足动力和空间，前景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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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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1,585,910,182.99 1,038,112,515.42 52.77% 766,272,161.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9,505,974.40 82,310,742.42 263.87% 48,611,398.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2,071,041.56 62,626,913.56 318.46% 33,596,668.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1,536,650.49 74,223,087.07 346.68% 39,466,823.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99 0.54 268.52% 0.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97 0.54 264.81% 0.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24% 10.25% 20.99% 6.44%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973,354,374.96 1,529,356,989.92 29.03% 1,230,913,201.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93,590,612.70 840,521,208.91 30.11% 773,303,64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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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456,358.63 674,225,461.10 319,654,368.98 317,573,994.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893,562.98 265,454,962.05 11,360,340.42 -16,202,891.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498,667.09 253,089,950.23 12,012,891.15 -39,530,466.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2,967,731.97 183,605,650.58 -3,206,848.51 -4,093,22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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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9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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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继华 境内自然人 26.58% 40,346,050 30,712,500 质押 9,000,000 

谢继权 境内自然人 13.29% 20,173,000 15,356,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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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影秋 境内自然人 6.65% 10,086,500 7,678,125   

谢淑冬 境内自然人 6.65% 10,086,500 7,678,125   

谢道平 境内自然人 6.65% 10,086,500    

林彬彬 境内自然人 6.65% 10,086,500    

上海延钗企业

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2% 3,375,000    

上海瑙延企业

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8% 2,250,000    

#陈君华 境内自然人 0.55% 829,978    

#王泽 境内自然人 0.51% 775,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谢继华、谢继权、谢影秋、谢淑冬、谢道平和林彬彬为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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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受全球疫情冲击，世界经济严重衰退，产业供应链循环受阻，国际贸易投资萎缩，大宗商品市场动荡。国内经

济也受到很大的冲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经营难度加大。具体到卫生用品行业，竞争持续激烈，尤其体现在

产品领域，渠道的争夺日趋白热化。基于此，一方面，公司管理层认真贯彻执行董事会年初制订的目标，重点落实公司的全

球化战略规划，加快海外子公司的运营优化。同时，加强各个部门成本管控，加大国内中小客户的开发，推进募投项目的投

产进度。公司全体员工在管理层的带领下，克服困难，抢时间赶进度，填补了年初因新冠疫情延迟开工的影响，保障了公司

传统主营业务的稳健增长。另一方面，针对新冠疫情造成的熔喷无纺布短缺的市场格局，公司利用自身优势，在短时间内开

发出熔喷无纺布，满足了市场客户需求，促成了2020年度公司业绩的较大幅度增长。 

       2020年度在董事会的领导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85,910,182.99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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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99,505,974.40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63.87%。报告期内，公司打孔热风无纺布业务实现营

业收入589,192,616.36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3.70%，其中，热风无纺布实现营业收入172,402,519.50元，同比增长85.91%；PE

膜业务实现营业收入465,112,778.69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84%；新产品熔喷无纺布实现营业收入425,174,349.05元。公司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31,536,650.49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46.68%。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回顾如下： 

（一）坚持精耕细作，促进主营业务稳健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各类产品的基本情况如下： 

1、打孔热风无纺布 

公司的打孔热风无纺布产品主要应用于婴幼儿纸尿裤的面层。经过多年的积累与沉淀，公司在业界享有良好的声誉，

业务涵盖了国内外主流卫生巾纸尿裤生产厂家。与众多一线品牌的合作，已由初期的一般性供货，逐渐深化为供求双方的战

略性合作。 

自研发成功打孔热风无纺布并将其商业化以来，公司一直与客户在生产、工艺、研发方面保持紧密联系。尤其在研发

方面，公司基于自身在面层材料行业的丰富经验及前瞻性，并紧跟客户的市场战略，为客户提供更加专业化、客制化的服务，

与大客户合作的深度及广度得到了不断拓展。 

近年来热风无纺布产能逐渐过剩，市场竞争更加严峻。企业要想更好的生存发展，提供的产品除了质量外，在产品性

能上必须有其独特性与实用性。在此背景下，作为公司主打产品之一的打孔热风无纺布因其更好的渗透性与干爽性，逐步被

市场上更多的客户认可，自问世以来销售额一直保持较快增长。面对2018年公司打孔热风无纺布增长势头出现下滑，管理层

进行了认真的市场调研分析，并与客户一起制订优化方案，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改进升级产品性能，更好地满足客户的需求，

协助客户在激烈竞争的全球市场纸尿裤取得更多消费者的认同。经过不断的努力，使用公司打孔无纺布产品的纸尿裤得到了

越来越多终端客户的认可，尤其在国内、日本等地区反应良好。在公司自主研发的打孔无纺布产品受到了市场肯定的同时，

也促使公司打孔无纺布业务在2019年不仅扭转了2018年下滑的局面，还取得了全年6.3%的增长，2020年公司打孔热风无纺

布业务继续保持增长，同比实现了13.7%的增长，其中热风无纺布同比更是大幅增长87.48%，这在当前市场环境下，尤其在

今年上半年因新冠疫情导致年初开工较晚、客户订单延迟等不利因素影响下是很不容易的。 

2、PE膜 

公司生产的PE打孔膜产品，主要供应给下游厂商生产卫生巾。通过多年来对公司整体的运营能力、研发能力、产品质

量体系的认证，公司已经成为国内外主要知名卫生巾制造商的重要供应商之一，未来将继续深化与下游客户之间的合作关系，

推动公司PE打孔膜产品进一步深入全球市场。 

在此背景下，作为公司主打产品之一的PE打孔膜近三年销售额为27,647.28万元、44,365.11万元、46,511.28万元，分别

占公司营业收入的36.08%、42.74%、29.33%。2019年由于海外市场尤其是北美市场需求的释放，PE打孔膜销售增速明显加

快，2020年PE打孔膜总体保持稳健。 

从目前以及未来的一段时间来看，PE打孔膜都是公司海外生产基地重要的产品组成部分，也是这些地区初始投产时的

主打产品。公司将以PE打孔膜作为立足海外市场的业务切入点，打造公司海外市场的平台，为其他产品进入海外市场建立

坚实的基础。 

3、熔喷无纺布 

报告期内，我国发生新冠疫情，口罩需求大幅上升，而用于生产口罩的关键材料熔喷无纺布出现短缺，政府有关部门、

下游客户均向公司反映，希望公司能利用自身优势，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开发出熔喷无纺布，以缓解市场之需。为此，公

司紧急立项，成立熔喷无纺布项目组，利用自身技术优势在短时间内开发出熔喷无纺布，于2020年2月中旬开始对外销售，

并于3至4月份扩大了产能。报告期内特别是2020年上半年，公司熔喷无纺布产品销售情况良好，促进了公司业绩较大幅度增

长。另一方面，公司不断投入研发力量，持续开发符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以提升熔喷无纺布产品的质量，赢得市场客户口

碑的同时，为今后公司拓展新的业务领域奠定了良好基础。目前公司开发生产的熔喷无纺布，已经可以用于生产平面医用口

罩（中国、美国、欧洲标准）、N95口罩（中国、美国、日本标准）、欧盟FFP2技术标准的口罩以及儿童口罩（中国标准）

等产品。 

4、健康防护用品产业相关产品 

在此次新冠疫情中，公司响应市场需求，开发生产熔喷无纺布，并以此为契机，开始布局健康防护用品产业。公司计

划依托目前已初步建成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在海外生产销售口罩及相关个人护理用品。同时，公司将依托目前的供应链布局，

以及掌握的关键材料的生产工艺，结合再融资等计划，加快纺粘热风无纺布、擦拭巾等新产品的开发、生产，尽力打造出新

的利润增长点。 

（二）深化公司全球供应体系，实现海外业务持续增长 

近年来，为降低国内一次性卫生用品市场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对公司经营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公司加快了国际市场

的开拓以及全球供应的布局。经过近年来的努力，公司海外子公司的运营逐渐步入正轨。全球化供应体系的建设为公司发展

带来了更多新的机遇，公司海外生产布局成效正日益显现。  

2019年度，得益于PE打孔膜逐步替换客户原有的海外供应商，以及打孔无纺布产品海外受众增加，公司海外销售额比

2018年同期增长了25,088.56万元，占到公司总体销售额增长的比重为92.29%。 

2020年公司海外子公司继续发力，美国子公司Yanjan USA LLC不仅实现了同比扭亏为盈，而且实现自成立以来的年度

最高盈利；埃及子公司亦创下年度业绩新高；印度子公司今年也实现首次年度盈利。整个2020年度，尽管受全球新冠疫情影

响，公司海外各子公司均取得了经营上的较好成绩，公司海外业务（含出口及海外子公司销售）进一步增长。2020年度，公

司重要的海外子公司情况如下： 

1、埃及延江 

公司于2017年3月在埃及成立了子公司Egypt Yanjan New Material Co., Ltd，并于同年的第三季度顺利投产。埃及延江作



厦门延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7 

为公司第一个海外独立运营的子公司，不仅肩负着拓展海外业务的重要战略任务，还要为公司全球化布局的推动起到引领和

示范的作用。自成立以来，通过当地经营团队的努力以及母公司给予的大力支持，埃及延江迅速成长，目前已经逐步成为公

司拓展欧洲、中东以及非洲市场的重要供应点，其产品质量以及运营管理得到了客户的高度肯定；另一方面，埃及延江也因

其守法经营、解决就业等方面的表现，获得了当地政府的充分认可与支持。 

在2018年已经顺利实现财务收益及现金流可持续运转的基础上，埃及延江开始进入扩充产能，提升业绩的新阶段。2019

年度埃及延江实现营业收入67,782,134.87元，净利润15,674,550.18元。2020年度，埃及延江实现营业收入93,291,904.61元，

净利润20,336,280.23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了37.63%及29.74%，创下自成立以来的业绩新高。埃及延江已成为集团重

要的业绩增长点。 

2、美国延江 

在美国设立子公司是公司2018年的重点战略项目，主要目的是打开原本空白的北美市场。美国延江从注册到产品正式投

产仅用了7个月左右的时间，公司管理团队的执行力得到了充分体现，也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肯定。从2019年一季度末开始，

随着客户北美供应商切换完成，加上经过半年多的磨合，生产成本管控效率提升，美国延江的经营开始步入正轨，在2019

年二季度末已实现单月盈利。2019年度，虽然美国延江总体尚处于亏损状态，但亏损额比2018年减少了63.29%，使得公司

管理层对北美市场未来发展充满了信心。2020年度美国延江同比扭亏为盈，实现自成立以来的年度最高盈利，实现营业收入

202,795,848.97元，净利润11,795,760.28元。 

3、印度延江 

印度的人口规模即将超过中国，且近年来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卫生巾纸尿裤渗透率还较低，这些因素使得印度

市场被视为继中国后一次性卫生用品的下一片蓝海。为此，公司于2018年4月注册成立了印度延江，着手布局这一战略新兴

市场，并于2019年三季度实现第一条生产线投产。2019年度印度延江亏损481.27万元，总体可控。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

印度延江开工时间比年初计划晚，开工后亦存在生产断断续续的情形，二季度开始生产逐步正常化，产能利用率不断提高，

至二季度末，印度延江全部生产线实现投产。2020年度印度延江实现营业收入80,122,926.54元，净利润7,082,853.65元。 

4、新加坡子公司 

2020年上半年，新加坡子公司“新加坡控股”及“延江国际”完成注册登记。公司将建立以新加坡控股为境外控股主体的境

外股权架构，由新加坡控股为公司海外子公司的设立和运营提供资金支持和统一的财务管理，优化全球化产业链的管理流程，

提高管理运营效率，同时进一步强化对子公司尤其是海外子公司的精细化管控，推进公司以“致力成为全球创新型卫生用品

面层材料领导者”为宗旨的发展战略的执行。 

此外，报告期内，公司在匈牙利设立了控股子公司匈牙利spintech，主要将作为未来公司服务、拓展欧洲客户的供应点。

至报告期末，匈牙利spintech尚未正常运营。 

（三）积极推进募投项目投产，提升产品生产能力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619号文核准，公司于2017年6月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首次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2,500万股。通过发行上市，公司获得募集资金净额为43,403.13万元，该募集资金将用于公司“年产

22,000吨打孔无纺布”项目。一方面，该项目可以满足客户对于打孔无纺布的巨大需求，突破现有产能限制所导致的局限性；

另一方面，通过募投项目筹集的技术研发中心，作为公司各类产品的科研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应用的技术开发平台，对于公司

未来立足市场需求，强化产研结合，大力推动新材料、新技术科研成果的工程转化和市场化应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将

进一步巩固公司在国内一次性卫生用品面层材料领域的市场领先地位。 

截至报告期末募投项目已经完成投资进度89.78%，并于2020年4月逐步进入生产阶段。报告期内，募投项目产生效益

3,498.47万元。余下募集资金将在2021年内全部完成。 

（四）持续研发创新，推动公司技术进步 

为了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增强公司竞争力，近年来公司持续跟踪行业技术发展前沿，通过自主研发等形式，努力提

升公司产品的使用效果，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在PE打孔膜领域，公司开发了棉柔触感3D立体打孔膜及其一步成型工艺等项目，使得小孔真空打孔生产和大孔机械打

孔生产实现快速同步生产，较二次打孔节省了收卷设备和放卷设备及运输环节，同时起到节省能耗，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

率，防止材料二次污染的作用。 

在打孔无纺布领域，公司开发了3D plus压花打孔复合系列无纺布产品及其工艺优化设计，创新性的通过两层无纺布的

粘结，防止凸起部分被挤压，有效地形成气流通道，防止通道堵塞，压塌，提供气流的内外循环，减少湿闷感；并且第一层

开孔无纺布凸起部分的内部连续空间与第二层开孔无纺布之间形成有气流通道，令无纺布在保持凸起的立体结构的同时，为

无纺布的渗透提供一个渗透通道，进而加快液体，排泄物软便的渗透，减少残留。 

无论是PE打孔膜，还是打孔无纺布，公司均能根据客户需要，为客户提供定制专属产品。同时，根据公司对行业的了

解，结合以往服务客户的经验，为客户未来产品的研发提供专业意见，不仅增加了客户产品种类的多样性和功能差异性，更

进一步增强了公司与客户间的合作粘性。 

截止2020年12月31日公司共拥有19项发明专利，50项实用新型专利，25项外观专利；其中，2020年公司新增4项发明专

利，5项实用新型专利和8项外观专利。 

2021年，公司将继续加快推进纯棉水刺无纺布、纺粘热风无纺布、擦拭无纺布的开发、生产，丰富公司下游产品线，

将公司下游产品从卫生巾、纸尿裤面层材料，逐步拓展到高端的卫生巾、纸尿裤面层、熔喷无纺布布及其相关护理产品、生

活擦拭、婴幼儿擦拭及医用擦拭等领域。 

（五）加强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建设，持续引进优秀人才 

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管理是公司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公司的研发团队是保持公司技术创新能力的核心资源。

2019年公司推出了上市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将核心员工的收益与公司中长期发展规划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大人才引进力度，提高公司核心团队的活力和创新力，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保障公司长期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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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发展。 

（六）强化精细化管控，提高集团化运营管理水平 

目前公司已经在美国、印度、埃及、新加坡等国家设立了子公司，随着公司国际化战略的推进，海外运营实体在集团

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加大，而不同国家和地区间在文化、法律、财税制度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对公司的集团管控提出了新的课

题和挑战。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坚持以“致力成为全球创新型卫生用品面层材料领导者”这一宗旨为导向，遵循现代化企业管

理理念，优化集团总部和各子公司职能定位，充分调动各子公司的积极性，进一步优化管理流程，提高管理运营效率。同时

继续强化对子公司尤其是海外子公司的精细化管控，着重于子公司的财务管控及风险控制，通过全面预算管理、重大事项报

告及监督等机制，持续提升集团整体的运营管理水平。得益于较好的集团化管控机制，报告期内公司各子公司特别是海外子

公司基本保持平稳运营，有效应对了新冠疫情的不利影响，并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 

 

自公司成立以来的发展之路特别是上市以来的历程让公司管理层更深刻的意识到市场竞争的激烈与残酷，公司既看到

了中国和亚洲以及全球市场发展对卫生用品的巨大市场需求潜力，也感受到了汇率、物流及海外运营给公司发展带来的巨大

挑战，更感受到了中国市场在互联网经济影响下产生的前所未见的变革。公司将继续坚持以研发技术立身、以客户需求为重、

以投资者利益为本的发展宗旨，在现有业务的基础上，持续在卫生用品行业深耕与创新，继续从纵深角度全方位拓展市场需

求，进一步深度融入公司核心客户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同时，公司将在做好现有主业的基础上，关注产业链的延伸机会或其

它产业机会，伺机培育新的业务及增长点。此外，公司将继续优化公司治理，提高规范化运作水平，保障公司高速、可持续

发展战略的推进，以更好的业绩回报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的支持与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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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 打孔膜 465,112,778.69 105,333,422.45 22.65% 4.84% 8.00% -4.69% 

熔喷布 425,174,349.05 331,237,928.25 77.91% 0.00% 0.00% 0.00% 

打孔热风无纺布 589,192,616.36 187,100,799.73 31.76% 13.70% 15.69% 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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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报告“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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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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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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于2020年度设立了子公司YJI新加坡控股及其下属的延江国际和匈牙利SPINTECH。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本公

司对YJI新加坡控股出资10,000,000.00美元(约合人民币69,459,710.00 元)。 

 

 

 

 

厦门延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继华 

2021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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