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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及《2020年度审计报告》的补充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 日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披露了《2020 年年度报告》及《2020 年度审计报告》。经核查，上

述公告中部分数据存在遗漏和错误，现补充更正如下： 

一、《2020 年年度报告》中“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二、主营业务分

析”之“2、收入与成本” 

补充前： 

（2）占公司营业收入或营业利润 10%以上的行业、产品或地区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18号——上市公司从事化工行业相关业务》的披

露要求 

单位：元 

产品 

名称 
产量（吨） 销量（吨） 收入实现情况 

产品上半年

平均售价 

产品下半年

平均售价 

同比变动

情况 
变动原因 

ACR 77,158.47 77,993.51 808,806,546.79 10,055.81 10,611.51  5.53% 

主要原材料平均价格上涨，同

时公司加大高粘度 ACR 产品的

市场研发与推广力度，调整产

品和客户结构 

ACM 171,884.16 169,938.79 1,443,815,470.78 8,203.33 8,840.73  7.77% 

主要原材料平均价格上涨，同

时公司加大高性价比 ACM 产

品的市场推广力度，调整产品

和客户结构 

海外业务产生的营业收入或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或净利润 10%以上 

√ 是 □ 否  

 

 



海外业务名称 开展的具体情况 报告期内税收政策对海外业务的影响 公司的应对措施 

PVC 改性剂 

国外销售主营业务产品 PVC 改性剂，实现营业收

入525,605,607.55元，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23.11%，

营业成本为 403,320,022.56 元，产品毛利率为

23.27%  

报告期内税收政策未发生变化 无 

补充后： 

（2）占公司营业收入或营业利润 10%以上的行业、产品或地区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18号——上市公司从事化工行业相关业务》的披

露要求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分行业 

PVC 改性剂 2,270,330,216.79 1,887,997,010.93 16.84% -5.71% -5.42% -0.26% 

分产品 

ACR 808,806,546.79 721,191,332.30 10.83% -6.93% -5.44% -1.41% 

ACM 1,443,815,470.78 1,152,218,519.13 20.20% -3.42% -3.67% 0.21% 

ACS 17,708,199.22 14,587,159.50 17.62% -59.53% -60.85% 2.78% 

分地区 

国内 1,748,981,110.90 1,484,676,988.37 15.11% -10.90% -8.85% -1.91% 

国外及港台地区 525,605,607.55 403,320,022.56 23.27% 18.15% 9.82% 5.82% 

公司主营业务数据统计口径在报告期发生调整的情况下，公司最近 1年按报告期末口径调整后

的主营业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分行业 

PVC 改性剂 2,270,330,216.79 1,887,997,010.93 16.84% -5.71% -8.20% 2.26% 

分产品 

ACR 808,806,546.79 721,191,332.30 10.83% -6.93% -8.23% 1.26% 

ACM 1,443,815,470.78 1,152,218,519.13 20.20% -3.42% -6.52% 2.64% 

ACS 17,708,199.22 14,587,159.50 17.62% -59.53% -62.00% 5.36% 

分地区 

国内 1,748,981,110.90 1,484,676,988.37 15.11% -10.90% -11.54% 0.61% 

国外及港台地区 525,605,607.55 403,320,022.56 23.27% 18.15% 6.57% 8.34% 



变更口径的理由： 

2020 年度根据收入准则将产品控制权转移给买方前发生的运杂费调入营业成本，上表为 2019

年度按报告期末口径调整后的主营业务数据。 

变动情况分析： 

2020 年，公司产品整体销量较 2019 年变化不大，公司各产品营业成本较 2019 年下降，是因为

主要原材料甲基丙烯酸甲酯、PE（聚乙烯）等价格下降所致；为了维护客户巩固市场，随着原材料

采购价格的下降，公司适度下调产品销售价格，从而使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减少，综合上述因素，

2020 年公司产品毛利率整体较 2019 年有所增加。其中国外及港台地区营业成本增加是因为出口数

量增加，同时，对于海外市场，公司针对性的开发与推广高粘度 ACR 抗冲加工改性剂产品和提高

ACM 产品的断裂伸长率和分子量，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导致毛利率提升。 

单位：元 

产品 

名称 
产量（吨） 销量（吨） 收入实现情况 

产品上半年

平均售价 

产品下半年

平均售价 

同比变动

情况 
变动原因 

ACR 77,158.47 77,993.51 808,806,546.79 10,055.81 10,611.51  5.53% 

主要原材料平均价格上涨，同

时公司加大高粘度 ACR 产品的

市场研发与推广力度，调整产

品和客户结构 

ACM 171,884.16 169,938.79 1,443,815,470.78 8,203.33 8,840.73  7.77% 

主要原材料平均价格上涨，同

时公司加大高性价比 ACM 产

品的市场推广力度，调整产品

和客户结构 

海外业务产生的营业收入或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或净利润 10%以上 

√ 是 □ 否  

海外业务名称 开展的具体情况 报告期内税收政策对海外业务的影响 公司的应对措施 

PVC 改性剂 

国外销售主营业务产品 PVC 改性剂，实现营业收

入525,605,607.55元，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23.11%，

营业成本为 403,320,022.56 元，产品毛利率为

23.27%  

报告期内税收政策未发生变化 无 

二、《2020 年年度报告》中“第十二节 财务报告”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

释”之“7、其他应收款” 

更正前： 

3）本期计提、收回或转回的坏账准备情况 

本期计提坏账准备金额 350,934.26 元；本期无收回或转回坏账准备。 



坏账准备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合计（元） 
未来 12个月预期信

用损失（元） 

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

失（未发生信用减值） 

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

失（已发生信用减值） 

期初余额 1,314,007.83    1,314,007.83  

期初余额在本期     

--转入第二阶段     

--转入第三阶段     

--转回第三阶段     

--转回第三阶段     

本期计提 350,934.26   350,934.26 

本期转回     

本期核销     

其他变动     

期末余额 1,664,942.09   1,664,942.09 

更正后： 

3）本期计提、收回或转回的坏账准备情况 

本期计提坏账准备金额 11,979,550.06 元；本期无收回或转回坏账准备。 

坏账准备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合计（元） 
未来 12个月预期信

用损失（元） 

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

失（未发生信用减值） 

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

失（已发生信用减值） 

期初余额 1,314,007.83    1,314,007.83  

期初余额在本期     

--转入第二阶段     

--转入第三阶段     

--转回第三阶段     

--转回第三阶段     

本期计提 350,934.26  11,628,615.80 11,979,550.06 

本期转回     

本期核销     

其他变动     

期末余额 1,664,942.09  11,628,615.80 13,293,557.89 

三、《2020 年度审计报告》中“财务报表附注”之“五、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之“7、其他应收款”之“7.1 其他应收款” 

更正前： 

（2）本期计提、收回或转回的坏账准备情况 

本期计提坏账准备金额 350,934.26 元；本期无收回或转回坏账准备。 

坏账准备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合计 
未来 12个月预期信

用损失 

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

失（未发生信用减值） 

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

失（已发生信用减值） 

期初余额 1,314,007.83    1,314,007.83  

期初余额在本期     

--转入第二阶段     

--转入第三阶段     

--转回第三阶段     

--转回第三阶段     

本期计提 350,934.26   350,934.26 

本期转回     

本期核销     

其他变动     

期末余额 1,664,942.09   1,664,942.09 

更正后： 

（2）本期计提、收回或转回的坏账准备情况 

本期计提坏账准备金额 11,979,550.06 元；本期无收回或转回坏账准备。 

坏账准备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合计 
未来 12个月预期信

用损失 

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

失（未发生信用减值） 

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

失（已发生信用减值） 

期初余额 1,314,007.83    1,314,007.83  

期初余额在本期     

--转入第二阶段     

--转入第三阶段     

--转回第三阶段     

--转回第三阶段     



坏账准备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合计 未来 12个月预期信

用损失 

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

失（未发生信用减值） 

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

失（已发生信用减值） 

本期计提 350,934.26  11,628,615.80 11,979,550.06 

本期转回     

本期核销     

其他变动     

期末余额 1,664,942.09  11,628,615.80 13,293,557.89 

除以上更正外，《2020 年年度报告》、《2020 年度审计报告》的其他内容不变，公司

对本次更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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