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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910                          证券简称：瑞丰新材                           公告编号：2021-016 

新乡市瑞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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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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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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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聘为中汇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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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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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丰新材  股票代码 3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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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庆春 周闻轩 

办公地址 新乡县大召营镇（新获路北） 新乡县大召营镇（新获路北） 

传真 0373-5466288 0373-5466288 

电话 0373-5466662 0373-5466662 

电子信箱 zqb@sinoruifeng.com zqb@sinoruifeng.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油品添加剂、无碳纸显色剂等精细化工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拥有完善的生产设备和生产技

术工艺，凭借技术优势和产品优势，已发展成为国内领先的润滑油添加剂供应商和全球主要的无碳纸显色剂供应商。 

公司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和OHSAS18001：2007职业健康安全

管理体系认证，是上海市润滑油品行业协会理事单位、上海市润滑油品行业协会添加剂专业委员会主任单位、中国石油和化

学工业联合会润滑脂专业委员会成员单位、发动机润滑油中国标准开发创新联盟创始单位、中国造纸化学品工业协会理事单

位。公司把“瞄准国际市场，发展高新技术”作为企业宗旨，研发创新能力受到业内瞩目。公司建立了多个实验室、检测化

验分析中心，形成了完善的质量控制和产品研发体系。并与石科院、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润滑油研究开发中心、

重庆工商大学废油资源化技术与装备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新乡学院化学化工学院等大专院校及科研院所建立了良好的合作

机制。公司整体技术水平国内领先，目前拥有多项国内外发明专利。公司掌握多项业界领先的核心技术，目前已获得授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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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发明专利17项、国外发明专利3项、实用新型专利3项，并有多项国内外发明专利正在申请中。 

公司主要产品润滑油添加剂和无碳纸显色剂为精细化工材料。根据中国证监会2012年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本公司属于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行业代码：C26。根据国家统计局颁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

本公司所属行业为“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C26）”大类的“专项化学用品制造（C2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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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0,855,363.57 656,707,640.04 31.09% 530,466,064.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2,864,707.88 98,362,955.36 85.91% 56,604,425.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0,012,926.94 95,691,240.78 88.12% 55,296,477.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6,637,443.05 55,092,297.37 293.23% 16,458,489.8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58 1.03 53.40% 0.6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58 1.03 53.40% 0.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64% 17.17% 0.47% 13.79%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2,303,332,450.80 957,649,780.83 140.52% 527,093,556.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76,939,165.51 876,990,844.97 136.83% 438,627,88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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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742,770.55 193,317,235.00 253,417,099.81 249,378,258.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731,243.29 44,685,823.38 57,755,786.98 53,691,854.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183,884.52 43,084,770.59 56,549,331.91 53,194,939.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27,343.52 74,260,937.02 60,037,694.09 87,366,15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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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82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2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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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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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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春萱 
境内自然

人 
37.22% 55,833,133 55,833,133   

中国石化集

团资本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5.00% 22,500,000 22,500,000   

苏州松禾成

长二号创业

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7.85% 11,771,011 11,771,011   

前海股权投

资基金（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50% 3,750,000 3,750,000   

王素花 
境内自然

人 
2.10% 3,150,262 3,150,262   

深圳市松禾

国创新能股

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50% 2,250,000 2,250,000   

前海方舟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50% 2,250,000 2,250,000   

徐东福 
境内自然

人 
1.29% 1,929,728 0   

张勇 
境内自然

人 
1.27% 1,910,878 1,910,878   

新乡县鸿润

咨询服务中

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15% 1,720,507 1,720,50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因苏州松禾与深圳松禾存在关联关系，故苏州松禾与深圳松禾为合计持股 5%以上股东。实

际持股 5%以上的合伙企业股东为苏州松禾、深圳松禾。其中苏州松禾的普通合伙人为深圳

市松禾资本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松禾的普通合伙人为深圳市松禾国创资本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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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年度，面对突如其来新冠肺炎疫情，公司及时成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做好相关疫情防控工作，并快速

复工复产，为全年的生产经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全球新冠疫情蔓延带来的严峻考验和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下，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大力推进发展战略，加大技

术创新力度，积极开拓国内国际市场，持续提升产能产量，全面落实年度经营计划，公司业绩逆势而上，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连续创历史新高，公司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6,085.54万元，同比增长31.09%；利润总额 21,330.10万元，同比增长86.82%；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286.47万元，同比增长85.91%。 

2020年，公司在A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于11月27日在创业板成功上市，公司正式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为公司实现未来

发展战略奠定坚实基础。 

2020年，公司明确提出了未来的发展愿景“致力于成为全球重要的润滑油添加剂供应商”，以“提供润滑精华，助力环

境友好；聚焦客户挑战，实现客户价值”为企业使命，树立了“创新、责任、合作、价值”核心价值观，发挥企业文化的价

值，以文化凝聚共识、引领发展。 

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加大技术创新，产品品质持续提升，成功研发新型分散剂产品，有力促进了公司复合剂产品品

质提升，CH-4级别复合剂、SN级别复合剂通过了国内权威机构引进的API认证体系的第三方台架，并于2020年度获得发明

专利4项，对于工业油、特种剂等的研发与储备也获重大突破。 

产能扩建方面，6万吨/年润滑油添加剂系列产品技术造项目在2020年下半年达到试生产状态，新增加产能2万吨。 

2020年度，公司加大市场开拓力度，销量持续增长，国内外市场规模快速扩张，外贸占比近40%，润滑油添加剂销量增

长46%。 

随着销售结构的持续优化、产品市场认可度及知名度的持续提升，同时得益于2020年原材料价格处于相对低位，而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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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相对稳定，公司盈利能力也大幅提升，综合毛利率从31%增长到35%，销售净利率从15%增长到21%，增长了6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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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润滑油添加剂 789,118,380.17 273,566,826.92 34.67% 35.94% 54.45%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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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

收入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

行。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公司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根据新收入准则中衔接规定相关要求，公司

对上年同期比较报表不进行追溯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1）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月1日 调整数 

预收款项 4,576,904.16 - -4,576,904.16 

合同负债 不适用 4,050,357.66 4,050,357.66 

其他流动负债 - 526,546.50 526,546.50 

（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月1日 调整数 

预收款项 4,576,904.16 - -4,576,904.16 

合同负债 不适用 4,050,357.66 4,050,357.66 

其他流动负债 - 526,546.50 526,546.50 

      2、本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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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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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因新设RICHFUL LUBE ADDITIVE(SINGAPORE) PTE.LTD.导致合并范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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