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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49                            证券简称：新乡化纤                          公告编号：2021-027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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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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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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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7,656,049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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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乡化纤 股票代码 000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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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树彬 付玉霞 

办公地址 河南省新乡市凤泉区锦园路 1 号 河南省新乡市凤泉区锦园路 1 号 

传真 （0373）3911359 （0373）3911359 

电话 （0373）3978861 （0373）3978966 

电子信箱 000949@bailu.cn 000949@bailu.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化学纤维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氨纶纤维、粘胶长丝。公司

业务属于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的化学纤维制造业（C28），具体为粘胶长丝

和氨纶纤维子行业。 

报告期内，公司所在粘胶纤维和氨纶纤维行业发展状况及趋势如下： 

（一）行业情况 

1.总体情况 

人造纤维包含了合成纤维和再生纤维，其中公司生产的粘胶纤维是一种再生纤维，氨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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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是一种合成纤维。 

2020年在新冠疫情笼罩下，世界处于百年未遇的大变局，公共卫生事件使得居家隔离增

多，纺织服装消费大幅缩减。公司时刻关注国内外疫情发展形势变化，因时因势调整工作重

心和应对举措。疫情期间，着力抓好精准服务，采取灵活、开放和积极进取的营销策略，敏

锐地应对市场变化，多种途径扩大销售。围绕关键问题精准施策，公司经济发展逆势前行、

韧性十足，经受住了疫情冲击下的考验。 

2.粘胶长丝行业情况及趋势 

经过近年来粘胶长丝行业不断整合洗牌，落后产能逐渐清退，当前国内粘胶长丝主要生

产企业为新乡化纤、吉林化纤、宜宾丝丽雅等企业，这些企业粘胶长丝总产能约为21万吨/

年，基本上代表了国内粘胶长丝的所有产能，行业整体市场集中度较高。近年来国内粘胶长

丝消费较为稳定。国内外需求稳定增长，出口客户主要位于南亚、中东等国家和地区。 

由于粘胶长丝产能较为稳定，下游整体需求变化较小，粘胶长丝的价格变化相对平稳。

2020年二季度以后，受新冠疫情因素影响，下游开工率仍严重不足，需求大幅下滑，造成粘

胶长丝价格下滑。 

针对此次疫情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的影响，公司密切关注新冠病毒疫情发展情况，深

挖内需潜力，积极创造需求，引导消费。加强与下游客户深层次融合，深度对接产品质量、

技术开发、产业链合作三层次问题，实现产品与客户协同创新，同步升级，保障了产销稳定

运行。公司粘胶纤维产能规模、装备水平、产品质量均居行业领导地位。 

3.氨纶纤维行业情况及趋势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氨纶生产和消费国。我国产能较大的厂家包括华峰化学、晓星中国、

新乡化纤等。氨纶行业的龙头企业具有规模优势，核心竞争力较强，逐步向差异化氨纶产品

转化。伴随居民收入提升、消费升级等，下游需求自然增长与氨纶渗透率进一步提高，我国

氨纶消费量整体处于增长状态。 

2020年度，氨纶纤维行业集中度持续提升，行业竞争环境及行业格局大幅改善。2020年

四季度以来，多种需求因素叠加带动了氨纶价格的上涨趋势，行业市场行情较好。 

针对氨纶市场的新形势，公司未雨绸缪、持续改进设备、改进工艺、调整产品结构，为

行业价格秩序作出了贡献。随着公司年产3×2万吨超柔软氨纶纤维项目工程建成投产，公司

的氨纶业务规模、技术水平已经处于我国氨纶行业的第一梯队。 

（二）主要产品介绍 

1.粘胶长丝 

粘胶长丝是粘胶纤维的丝线状态，具备天然真丝的特点，俗称人造丝，具有服用性能好、

色泽亮丽、天然可降解等优点。主要原材料为浆粕（木、棉浆粕）。主要应用于高端服装和

家用纺织品。 

2.氨纶纤维 

氨纶纤维是一种高弹性纤维，与其它纤维一起制成包覆纱、包芯纱、合捻纱等产品，再

在经编、纬编、机织等设备上进行加工织造。主要原料为PTMEG。主要应用于满足舒适性要求

的各类纺织产品，如专业运动服、游泳衣、防护服等。 

（三）公司经营模式 

本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研究开发、原材料采购、生产、检测和产品销售体系。公司根据

自身情况、市场规则和运作机制，独立进行经营活动。 

1、采购模式 

公司所需原材料和能源动力实行市场化采购，主要原材料实行长期定向供应、双方协商

确定每月供应数量及价格，辅助材料及部分主要原材料采取招标形式采购。 

公司对所采购产品的过程及供方进行了有效控制，确保采购的物资符合要求，公司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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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采购控制程序》，该程序适用于原材料、专用/通用设备、配件、辅助材料等物资采购，

有效保障公司采购业务的进行。 

2、生产模式 

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库存和产品产能变化情况综合制定生产计划，并结合销售部门的市

场信息安排产能。生产管理部门负责生产过程的资源调度、质量安全环保的过程管理、人员

设备的运行管理、生产技术进步等。对长期客户实行“定台定纺”，确保供应稳定。 

公司对特种功能性纤维实行定制生产。 

3、销售模式 

公司主要产品在销售模式上均采用直销和经销相结合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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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6,509,577.05 4,804,152,548.30 -6.82% 4,494,184,745.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3,585,352.93 129,559,353.41 -35.48% 113,005,193.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7,294,110.69 117,217,633.15 -51.12% 97,518,028.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905,004.74 267,710,706.26 -61.93% 28,067,552.9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65 0.1030 -35.44% 0.089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65 0.1030 -35.44% 0.08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9% 3.48% -1.29% 3.13%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总资产 8,782,747,793.66 8,130,403,509.75 8.02% 7,877,946,56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847,920,757.03 3,776,911,964.59 1.88% 3,660,366,1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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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8,881,152.99 910,062,449.80 1,119,878,715.52 1,517,687,258.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343,749.82 -17,877,025.78 -3,088,850.39 58,207,479.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3,901,165.25 -30,444,343.41 -7,223,685.96 51,060,974.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443,558.35 -55,274,914.80 106,031,284.14 -17,294,92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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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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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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684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55,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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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乡白鹭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0.17% 379,430,139 0   

中原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14% 202,976,357 0   

中原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8.79% 110,529,953 0   

新乡市国有资

产经营公司 
国有法人 1.04% 13,026,000 0   

龙华 境内自然人 0.31% 3,927,100 0   

项兴富 境内自然人 0.30% 3,718,100 0   

龚宏伟 境内自然人 0.25% 3,121,400 0   

黄文福 境内自然人 0.19% 2,419,200 0   

潘丽丽 境内自然人 0.18% 2,240,120 0   

夏一定 境内自然人 0.17% 2,105,4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新乡白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新乡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控股

的公司；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未知其他 6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 6 名股东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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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上述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通过融资融券业务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及其信用账户持股数量

分别为：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110,529,953 股；龚宏伟，1,511,400 股；夏一定,2,08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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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主营氨纶纤维、粘胶长丝的生产与销售。 

2020年，公司管理层勤勉尽责、辛勤工作，狠抓公司内部管理，紧盯市场变化，在全球

疫情肆虐、国内外经济、环保政策频繁变化的形势下，公司一方面落实“六稳六保”，实现了“全

员上岗、生产不停”，同时进行了产业结构调整，拓展了发展空间，促进了公司新旧动能转换。 

2020年，公司主要产品氨纶纤维、粘胶长丝市场价格波动较大，产业优胜劣汰进程加快。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既定的工作部署和思路，采取多项措施完善管理体系、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努力提高产品质量，调整产品结构，积极开拓销售市场，持续推进技术创新，

努力提高市场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粘胶长丝60,787吨；生产氨纶纤维93,942吨。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447,651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358.54万元。 

全体董事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及董事会工作细则等有关规定，

认真履行董事职责、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为公司各项重点工作和重要决策尽心尽责。公司

独立董事认真履行职责，对董事会讨论事项发表了客观、公正的独立意见，注重维护中小股

东利益，为董事会科学决策提供有力保障。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按照《企业内部

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遵循内部控制的

基本原则，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完善覆盖公司各环节的内部控制制度，不断提升公司内控管

理水平，有效防范经营风险，保证了公司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规划项目均按计划开工，目前进展顺利，实现了公司投资项目的发展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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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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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氨纶纤维 2,803,708,102.93 479,785,351.47 17.11% 20.18% 99.44% 6.80% 

粘胶长丝 1,338,023,206.11 264,569,741.50 19.77% -33.32% -42.19%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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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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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

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新收入准则对公司财务指标影响不大，期初留存收益和其他报表项目均不需要调整。 

公司主要收入是销售商品收入，会计政策变更前后，收入确认的时点没有变化。不同点

是原计入销售费用的运输费用和港杂费等成本确认为合同履约成本，在确认收入时结转计入

营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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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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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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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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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之签章页） 

 

 

 

 

 

 

 

 

 

 

 

 

 

 

 

 

 

 

 

 

董事长：邵长金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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