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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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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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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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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元股份 股票代码 002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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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飞  

办公地址 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经济开发区玉山路  

电话 0632-6611106  

电子信箱 fengyuan@fengyuanhuaxu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为草酸业务和锂电池正极材料业务。 

（一）草酸行业及主要产品情况 

1、草酸行业情况 

草酸行业属于化工行业细分领域，草酸又称乙二酸、修酸，是一种二元酸，因其由两个羧基相连，酸性强于其他二元酸

并具有较强的还原性。草酸外观为无色透明晶体，相对于多数强酸，其固体形态便于运输与储存，是一种重要的有机化工原

料和容量分析试剂。 

主要应用于制药、稀土、精细化工等行业，近年来行业发展呈现出如下趋势： 

①传统行业需求稳定 

制药行业：制药行业中，草酸及其衍生品一方面作为很多药品的中间体，如用于生产磺胺甲基异恶唑、维生素 B6、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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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磺胺、苯巴比妥等；另一方面用于生产过程中的酸化，如金霉素、土霉素、四环素、维生素B2等。2018年出现制药行业

的部分产能因环保限产的情况，化学原料药产量有所下滑。随着环保治理的不断完善，2019年以来相关企业陆续进驻化工园

区，行业发展后续有望向好，草酸需求量有望增加。 

稀土行业：稀土金属是重要的战略资源，我国严格实行开采、冶炼分离总量控制管理。近年来，国内稀土行业经历着一

段漫长的整合阶段，随着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五矿集团公司、广东稀土产业集团、中国南方稀土集团有限公司等六大集团整合接近尾声，未来稀土产能得到释放，对草

酸的需求也会逐步回升。同时，海外重启稀土矿开采，将会拉动我国草酸出口量的扩大。 

②新兴行业空间广阔 

新兴电子行业：草酸深加工的草酸衍生品是生产电子陶瓷基体和超级电容器的重要原材料，电子陶瓷将受益5G、消费

电子、汽车电子发展。超级电容器可以广泛应用于辅助峰值功率、备用电源、存储再生能量、替代电源等不同的应用场景，

在交通运输、工业控制、风光发电、智能三表、电动工具、军工等领域具有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因此，电子陶瓷、超级电

容器等新兴电子行业的发展给草酸的潜在需求带来广阔的发展空间。 

非稀土矿山领域：近年来，随着全球范围内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环保监管力度的提升、对产品质量的更高要求，除稀土

矿山领域外，其他矿山（铜矿、铁矿等）开采中草酸也正在逐渐替代原有的硫酸铵等高污染类材料。国内的铜矿开采领域目

前正在试用草酸，如果草酸在该领域的应用得到推广，行业总体需求量亦有望扩大。 

鉴于下游行业需求基本成熟并保持稳定，草酸行业经过多年发展市场集中度亦随之提高。公司是国内外知名草酸生产企

业，客户遍及国内外市场，在产品技术和质量、销售及客户环保治理、等方面均保持了行业领先优势。  

     2、公司草酸业务主要产品情况 

    草酸行业主要产品包括工业草酸、精制草酸及草酸衍生品。精制草酸是由工业草酸精制后生成的高纯草酸，产品质量高

于工业草酸国家标准。随着下游客户对草酸纯度和品质的要求不断提高，精制草酸需求快速增长。精细化工行业的发展促进

了以工业草酸和精制草酸为基础原料的衍生产品相继被开发出来，如草酸盐等。 

    公司草酸业务系列产品主要包括工业草酸、精制草酸、草酸衍生品如草酸盐等。经过多年发展，具备总产能10万吨/年，

其中工业草酸产能8.5万吨/年，精制草酸产能1万吨/年，草酸衍生品草酸盐等约0.5万吨/年。公司产品畅销国内及国外多个国

家和地区，“丰元”商标被评为“山东省著名商标”，“丰元牌草酸(II型)”、“丰元牌工业用草酸”被评为“山东名牌”产品。 

3、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产品类别 主要产品 用途 

草酸 工业草酸 制药行业中主要用作维生素B6、土霉素、金霉素、四环素等原料药

的原料；在稀土行业中草酸是离子型稀土矿采选、稀土元素分离和

提纯的重要沉淀材料，特别是提纯镧、铕等高端稀土元素的不可替

代的重要原材料；此外还可用于制造棉毛媒染剂、洗涤剂，棉织物

耐火定型防燃剂；用于金属清洗及形成保护膜等。 

精制草酸 在MLCC（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电子陶瓷、钴盐、磁性材料等

新型高端材料的生产以及在非稀土类矿山（铜矿、铁矿等）开采新

工艺中都是重要的原材料。此外还可用于制造电路板清洗剂；用于

制备各种化学试剂等。 

草酸盐 主要应用于制作各种化学试剂；用于制革、织物清理剂、墨水剂、

抛光金属制件、大理石抛光；用于清除墨迹，清洗金属、木材、硬

脂酸漂白；此外还可用于玻璃、炸药、烟火、染料,治金,机械,搪瓷

等工业,也可用于肉类防腐剂。 

 

4、主要产品工艺流程 

①工业草酸和草酸衍生品草酸盐的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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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精制草酸的工艺流程 

 
 

5、主要产品的上下游产业链 

产业链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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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主要经营模式 

①采购模式 

本公司生产草酸所需的原辅料均由公司采购中心下属草酸采购部直接面向市场独立公开采购。采购部门为提高资金运用

效率，降低采购成本，根据整体生产计划和市场信息，确定每月原辅料最佳采购和储存批量，制定采购计划，并依据采购计

划与主要供应商签署采购合同。 

②生产模式 

公司草酸事业部下辖工业草酸制造部和精细草酸制造部，制造部门根据市场需求订单和自身实际情况，定期制定整体生

产计划，并将计划下达至各制造单元、采购部门等其他部门。各制造部分别组织实施生产计划，监督并控制生产进度；采购

部门负责采购生产所需的各种原材料；品质管理部负责对各类产品进行质量检验。 

③销售模式 

公司草酸事业部下设独立销售部门，销售渠道分为内销和外销，销售模式为直销。销售部门根据片区市场划分多个子级

销售单位组，分别负责不同区域的市场开拓、客户维护和售后服务，国外客户根据不同情况也会由青岛丰元贸易公司对接业

务。需求量相对较小、分布较为分散的最终用户，公司也会借助贸易类客户进行渠道开拓。 

报告期内，公司草酸业务主要产品情况较上一报告期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锂电池正极材料行业及主要产品情况 

1、锂电池正极材料行业情况 

随着锂电池在新能源车、储能、消费电子产品等领域的应用不断推广，锂电池及锂电池正极材料行业继续保持快速发展。

锂电池主要由正极材料、负极材料、隔膜、电解质和电池外壳几个部分组成。正极材料是锂电池电化学性能的决定性因素，

直接决定电池的能量密度及安全性，进而影响电池的综合性能。 

目前，主要的锂电池正极材料包括钴酸锂、锰酸锂、磷酸铁锂和三元正极材料，根据其特点不同，应用领域也不同。虽

然在疫情因素影响下，上半年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表现略显不佳。但是随着小动力、储能等市场的崛起以及下半年全球新能

源汽车市场的复苏，2020年国内各锂电原材料产量录得正增长，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其中磷酸铁锂表现最为亮眼，年度产量

同比增幅超过45%。 

据ICC鑫椤资讯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国内四大正极材料总产量51.9万吨，同比增长20.8%，其中磷酸铁锂材料表现强势，

产量达到14.2万吨，同比增长45.7%。钴酸锂与锰酸锂正极材料的产量分别为7.38万吨及9.29万吨，同比分别增长24.8%及

21.6%；三元材料产量增速7%，全年总量为21万吨。 

据中汽协数据显示：12月，国内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双超过20万辆，分别达到23.5万辆和24.8万辆，环比增长17.3%和

22.0%，同比增长55.7%和49.5%。2020年1-12月，国内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6.6万辆和136.7万辆，同比增长7.5%和10.9%。

据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2020年全年，我国动力电池总装车量约为63.6Gwh，同比增长2.3%。其中三元

电池装车量累计38.9GWh，占总装车量61.1％，同比累计下降4.1％；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累计24.4GWh，占总装车量38.3％，

同比累计增长20.6％，是驱动装车量整体同比上升的主要产品。 

随着2020年11月2日，国务院发布《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重磅文件，对新能源汽车及产业链发展

形成长期利好。《规划》提出，到2025年，实现新能源车销量占当年新车销量约20%。到2035年，纯电动汽车成为新销售车

辆的主流，公共领域用车全面电动化。 

2、公司锂电池正极材料主要产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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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现有正极材料产品包括磷酸铁锂和三元材料（NCM）两大系列，多种主要产品型号。其中磷酸铁锂产品主要用于

储能、商用车和动力电池领域，三元材料主要应用于动力电池、消费电子等领域。 

公司自2016年开始，就确定了向新能源锂电产业进军的发展战略，经过五年左右的技术储备和建设投入，已经形成了现

有8000吨正极产能（5000吨磷酸铁锂、3000吨常规三元），在建9000吨（5000吨磷酸铁锂II期、2000吨常规三元II期，2000

吨高镍三元示范线），合计1.7万吨的正极材料产能，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1万吨高镍三元材料项目完成后，

公司将拥有2.5万吨正极材料产能。 

3、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产品类别 主要产品 用途 

磷酸铁锂 磷酸铁锂FY-500型 主要用于储能、电动工具、新能源车和动力电池领域； 

磷酸铁锂FY-600 型 主要用于储能、电动工具、新能源车和动力电池领域； 

常规三元材料 NCM 523 FYN-501 型 主要用于动力电池、消费电子领域； 

NCM 622 FYN-601 型 主要用于动力电池、消费电子领域； 

 

4、主要产品工艺流程 

①磷酸铁锂工艺流程： 

 
②常规三元材料工艺流程： 

 
 

5、主要产品的上下游产业链 

锂电池正极材料产业链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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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主要经营模式 

①采购模式 

对于主要原材料，公司与供应商一般采取签署长期供货协议并会根据产品价格波动采取及时、灵活的采购机制，以保证

主要原材料的及时供应、品质稳定和有利的采购成本。通过建立供应商评价管理体系，选择具有相对稳定、适当竞争、动态

调整的合格供应商进入采购名录，确保了原辅料供应的持续稳定、质量优良及价格合理。 

②生产模式 

公司主要采取以销定产为主的生产模式，以客户订单及中长期需求预计为导向，制定生产计划并实施。销售部门根据销

售情况、交货订单、客户需求预测及市场开发进展，拟定销售计划；生产部门根据销售计划、产品库存及生产能力等情况制

定相应的生产计划，并根据实际订单及时调整生产计划，确保准时发货以满足客户需求。在品质管理方面，品管部门根据产

品性能要求和相关工艺设立关键控制点，并制定控制项目及目标值。 

③销售模式 

公司锂电池正极材料业务采取直销模式。经过客户的调查评估、验厂考察、样品测试等认证程序，进入客户的合格供应

商体系或目录，并根据客户订单和产品需要，调整产品参数指标，实现稳定供货和货款回笼、售后跟踪服务及技术交流等活

动。 

报告期内，公司锂电池正极材料主要产品情况较上一报告期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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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263,903.73 457,965,972.57 -21.99% 264,810,857.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202,999.58 11,327,745.41 -357.80% 16,308,895.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595,366.61 6,569,090.63 -611.42% 11,044,834.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04,430.17 -33,414,469.56 -114.08% 79,357,782.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0 0.080 -350.00% 0.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0 0.080 -350.00% 0.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20% 1.91% -7.11% 2.83%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106,987,046.01 927,805,231.91 19.31% 782,614,890.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47,096,060.21 585,023,695.70 -6.48% 580,382,41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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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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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879,655.79 95,452,315.59 104,406,974.67 90,524,957.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39,441.68 2,374,859.10 522,880.62 -33,140,180.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18,191.68 -1,987,868.52 161,062.27 -32,786,752.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962,320.99 11,134,347.57 27,071,776.32 -46,464,01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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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58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5,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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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光辉 境内自然人 43.54% 63,300,000 47,475,000 质押 22,655,000 

王连永 境内自然人 1.99% 2,900,000 0   

於兴友 境内自然人 0.47% 680,000 0   

倪志峰 境内自然人 0.47% 676,700 0   

张顺发 境内自然人 0.44% 644,150 0   

华润深国投信

托有限公司－

华润信托·海丝

1期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0.41% 594,900 0   

JPMORGAN 
CHASE 
BANK,NATIO
NAL 

ASSOCIATION 

境外法人 0.37% 538,550 0   

杭州点铁汽车

零部件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3% 485,000 0   

陈忠义 境内自然人 0.31% 454,783 0   

吴旭淳 境内自然人 0.28% 404,9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股东赵光辉与其他 9 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经公司查询工商登

记信息获悉，股东於兴友为股东杭州点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公司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1、公司股东王永连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9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900,000 股。2、公司股东於兴友通过普通证

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80,000 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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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合计持有 680,000 股。3、公司股东杭州点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85,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485,000 股。4、公司股东陈忠义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30,000 股，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24,783 股，实际合计持有 454,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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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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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赵光辉先生所持公司股份比例为 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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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总体经营情况 

2020年是 “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这一年也是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波动起伏十分复杂的一年，公司下游草酸和新能

源锂电池行业面临疫情与行业波动的双层影响，对公司整体经营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 

报告期内，面对着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尤其是2020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游客户订单减少，市场风

险上升；另一方面，公司持续投入建设的锂电池正极材料板块面临较激烈的竞争格局；公司整体成本费用上升，研发投入支

出及有息负债增加、计提减值准备等因素均对整体经营增加了显著压力。尽管疫情的影响及行业在2020年下半年逐渐消退并

有所回暖，但产业链传导至公司现有业务恢复速度未达预期，2020年公司业绩由盈转亏。 

报告期内，公司在资本市场首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顺利取得了证监会审批通过，这是公司在资本市场工作的重要里程

碑。经营方面，公司通过积极推进向“新能源锂电池正极材料产业”的战略转型，以传统优势产业草酸业务为依托，持续加快

锂电正极材料产业建设与发展。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及时有效决策，认真落实各项具体工作，一方面充分发挥在传统草酸业

务领域的竞争优势，巩固行业领先地位；同时积极拓展新能源锂电正极材料业务板块，加大技术研发、产品品质提升、生产

管理、货款回收等多方面建设和管理工作，持续加大对战略板块的投入力度，利用行业下半年以来的有利回暖局面，不断开

发高价值客户和储备人才、技术力量，为公司未来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35,726.39万元，较上年度人民币45,796.60万元下降21.9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2,920.30万元，较上年度人民币1,132.77万元下降357.80%。截止2020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

110,698.70万元，较上年末人民币92,780.52万元增长19.3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人民币54,709.61万元，较上年

末人民币58,502.37万元减少6.48%。 

（二）主要业务板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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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由草酸业务和正极材料业务两个板块构成： 

1、草酸业务 

2020年，公司传统优势业务草酸板块基本保持稳定，总计销售约6.5万吨，草酸业务实现销售收入约2.05亿元；报告期内，

受新冠疫情和全球经济形势的影响，公司草酸系列产品海外销售额同比下降约14.06%。 

2、新能源锂电池正极材料业务 

2020年，公司锂电池正极材料业务尽管面临行业变化带来的剧烈竞争及波动影响，但公司始终坚持战略转型不动摇，仍

然以自有和自筹资金投入大量资源进行正极材料的产能建设，先期投入建设的高镍三元2,000吨生产示范线采购高端设备高

水平建设。截至目前，高镍三元2,000吨生产示范线已经基本安装完毕并于2021年2月进行了设备试运行调试。在现有业务市

场（磷酸铁锂及常规三元产品）方面，全年常规三元材料销售保持稳定，磷酸铁锂由于市场价格低于生产成本较大，以及前

三季度原有客户订单减少、新客户开发需要时间等因素，公司将主要精力投入在磷酸铁锂的高价值客户开发与技术升级方面，

持续开拓比亚迪、天津力神等优质客户，提升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为了提升公司技术研发的实力，公司于2020年12月同中

国科学院青能所达成共建研究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建设中科丰元高能锂电材料研究院，利用国内知名研发团队合作的契机，

在高能量锂电材料技术研发与产业化落地方面进行了前瞻性布局； 

经过先期的产能建设、试生产和产能爬坡等阶段，公司正极材料业务已实现具备量产的产能8,000吨，包括磷酸铁锂一

期项目（产能5,000吨/年）和常规三元材料一期项目（产能3,000吨/年）；在建产能9,000吨，包括磷酸铁锂二期项目（产能

5,000吨/年）、常规三元材料二期项目（产能2,000吨/年）和高镍三元示范线（产能2,000吨/年），公司预计在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完成募投项目建设投产后，公司将具备2.5万吨正极材料产能。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锂电正极材料销售量约1,600吨；销售额约1.32亿元。 

2020 年度是对公司充满挑战的一年，亦是积累与蓄势的一年；随着锂电池行业整体回暖，公司正极材料业务正逐步加

强市场客户开拓、提升技术和产品研发水平，对产能消化及未来业绩改善均会有积极影响；2021年，公司将紧紧抓住行业发

展机遇，努力提升经营业绩水平，做强做大公司锂电池正极材料产业板块。 

（三）其他事项 

1、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8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

于核准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075 号）。 

目前，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正在推进过程中。 

2、投资公司赣州中辰股权转让 

2021年1月，公司与投资公司赣州中辰精细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名称已变更为赣州晨光贸易有限公司）股东赣州晨光

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之子公司赣州步莱铽新资源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根据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赣

州中辰精细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截止评估基准日2020年6月30日，赣州中辰精细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股

东权益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505.3万，同意公司将持有的赣州中辰精细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的20%股权作价50万元人民币转让

给赣州步莱铽新资源有限公司，本次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赣州中辰精细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股权。 

3、南京莱华草酸项目 

2019 年 6 月 20 日，公司与南京莱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华科技”） 及自然人朱月华、朱林签订了《南京莱

华草酸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框架协议》，拟按照审计评估后的净资产评估值对莱华草酸增资不超过 4,000 万元，增资完成后

公司将持有莱华草酸 51%股权。根据上述《南京莱华草酸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框架协议》，丰元股份有权以其控股子公司作

为正式增资合同的签约和履行主体。2020 年 5 月 19 日，公司公告《南京莱华草酸有限公司控制权收购合同》，公司全资

子公司丰元精细拟向莱华草酸增资 2,226.41 万元以控股该公司，控股比例为 52.50%。依据《南京莱华草酸有限公司控制权

收购合同》约定，待“与开工建设、投产生产运营相关手续办理完毕”等出资先决条件成就后，双方办理交割手续。截至目前，

原股东各方正在履行合约义务，积极办理项目开工前置手续，其中部分审批手续尚在办理之中，因此，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尚

未对莱华草酸进行实际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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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草酸 156,548,938.85 5,738,730.14 3.67% -5.30% -95.87% -12.32% 

精制草酸 22,021,629.21 4,343,609.56 19.72% -26.05% -82.30% 2.13% 

硝酸钠 26,409,921.49 4,722,154.54 17.88% -36.00% -86.22%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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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极材料 131,620,054.75 14,361,462.30 10.91% -36.06% -92.01%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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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下降357.80%，主要原因系因疫情影响订单及销售收入下滑、

计提资产减值以及期间研发费投入增加、财务费用增加等因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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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020年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1、 变更原因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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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称

“新收入准则”），根据财政部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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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述文件的要求，公司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2、 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3、 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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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规定执行。 

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

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4、 变更日期 

根据财政部要求，公司于2020年1月1日起执行变更后的会计准则。 

5、 决策程序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此

发表独立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2020年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收入准则，主要变更内容包括： 

1、将现行的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 

2、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3、收入计量标准发生改变，新收入准则需先识别合同所包含的各单项履约义务，并按照分摊至各履约义务的交易价

格，在履约时分别确认收入； 

4、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引； 

5、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公司自2020年第一季度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并将根据首次执行本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

次执行本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

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 

    公司按照新的收入准则重新评估了公司主要合同收入的确认、计量、核算和列报，预计执行新准则不会导致公司收入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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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对公司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总资产、总负债、净利润、所有者权益等不产生影响，不涉及对以

前年度的追溯调整，不涉及盈亏性质改变，不涉及公司业务范围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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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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