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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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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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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变更，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为大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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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015,104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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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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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谷华泰 股票代码 30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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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超 卢杰 

办公地址 山东省阳谷县清河西路 399 号 山东省阳谷县清河西路 399 号 

传真 0635-5106609 0635-5106609 

电话 0635-5106606 0635-5106606 

电子信箱 wangc@yghuatai.com info@yghuatai.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属于橡胶助剂行业，主要从事橡胶助剂的生产、研发、销售。产品主要包括防焦剂CTP、不溶性硫磺、胶母粒、

促进剂NS、促进剂CBS、微晶石蜡等品种。橡胶助剂是在天然橡胶和合成橡胶（合称“生胶”）加工成橡胶制品过程中添加

的，用于赋予橡胶制品使用性能、保证橡胶制品使用寿命、改善橡胶胶料加工性能的一系列精细化工产品的总称。 

橡胶助剂通过与橡胶生胶进行科学配比，可以赋予橡胶制品高强度、高弹性、耐老化、耐磨耗、耐高温、耐低温、消

音等性能。 

公司的主要客户为国内外大中型轮胎企业，公司产品在橡胶制品行业销售比重占比不高，公司采用“大客户战略”，持

续关注大客户需求的变化，加强有关客户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公司主导产品防焦剂CTP产销量约占全球60%以上的市场份额，

同时公司是全球橡胶助剂产品序列最齐全的供应商之一。 

（一）行业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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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橡胶助剂工业创始于1952年，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即20世纪50-70年代形成期、70-80年代成长期、80-90年代子

午线轮胎原材料国产化时期，以及21世纪持续稳定的发展时期。橡胶助剂作为一种改善橡胶制品性能而在橡胶加工过程中添

加的化工材料，其发展与橡胶工业的发展息息相关，特别是轮胎制造行业。随着全球橡胶工业的东移，尤其是全球轮胎工业

的生产基地陆续迁往亚洲，亚洲橡胶助剂行业迎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我国橡胶助剂生产企业牢牢抓住机遇，通过不断的

技术创新、改进产品工艺等方式实现了快速发展，形成了品种门类齐全、性能指标可靠、结构相对合理的产业体系。目前我

国橡胶助剂产量约占全球总量的75%左右，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橡胶助剂生产国和供应国，在全球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根

据中国橡胶工业协会橡胶助剂专业委员会统计，2020年会员单位橡胶助剂总产量123.9万吨，同比增长0.6%，总销售额218.9

亿元，同比下降了9.9%。 

在我国橡胶助剂行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市场集中度将持续提高，行业将进一步向大规模助剂生产厂商聚拢。

根据中国橡胶工业协会于2020年11月发布的《橡胶行业“十四五”发展规划指导纲要》，橡胶助剂“十四五”产量预测目标173

万吨，规划目标“橡胶助剂行业发展的速度平均在年5.7%，‘十四五’末（2025年），行业集中度（前十名企业销售收入占全

行业比率）≥75%，其中销售收入30亿元以上企业≥2家，20亿元以上企业≥4家。橡胶助剂行业90%以上实现清洁生产工艺，

大力推进橡胶硫化促进剂的清洁生产，淘汰污染物排放量大的落后工艺、落后产能。”同时，根据中国橡胶工业协会发布的

《中国橡胶工业强国发展战略研究》，到“十四五”末，我国进入世界橡胶助剂工业前五名的企业不少于4家。 

随着全球绿色化、低碳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家政策大力支持发展绿色型橡胶助剂产品，橡胶助剂产品结构顺应市场需求

进行了相应调整，绿色化、低碳化成为我国橡胶助剂行业发展趋势。同时，提高自动化生产水平，向信息化、智能化发展已

经成为我国橡胶助剂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中国橡胶助剂强国的必经之路。 

2020年受疫情的冲击，橡胶助剂行业以及上下游行业的生产销售均受到了一定影响，尤其是国外疫情的爆发，二季度

出口出现断崖式下跌。在党中央和政府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众志成城，率先有效的遏制住了疫情在国内的蔓延和传播，使得

下半年国内各行各业快速恢复，特别是我国橡胶制品（包括轮胎）行业的迅速恢复，橡胶助剂市场需求急剧增长，再加上游

原材料的上涨，橡胶助剂行业除出口影响较大还处于缓慢爬坡外，其他各项经济运行指标均在探底之后呈V型反弹，市场逐

步向好，稳定了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势头。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橡胶行业“十四五”发展规划以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为契机，深入实施创新战略、绿色可持续发展战略、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发展战略，建设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企业集团和产业集群，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名品牌，推动我国由橡胶工业大国向橡胶工业强国迈进。构建“双循环”

的新格局，给行业新发展阶段带来一系列新挑战，但更多的是带来一系列新机遇。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关注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疫情发展情况，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经营策略，预防环境变化的风

险，面对疫情影响，公司按照有关政策有序复工复产，积极利用新上产能抢占国内市场份额，同时公司采取了一系列开源节

流的措施，保证了公司的正常运营。公司将抓住机遇，继续秉承“为世界橡胶工业服务”的宗旨，坚持“科技华泰、绿色华泰”

的经营理念，把握“十四五”新发展阶段、融入新发展格局，继续凝聚智慧力量，把主营业务做大做强。 

（二）公司主要产品情况 

公司主要产品的具体用途和特点如下表所示： 

产品名称 产品用途 产品特点 

防焦剂CTP 

天然橡胶、合成橡胶的传统硫磺硫化体系的有效防

焦剂，特别适用于含有次磺酰胺促进剂的传统硫化

体系，如轮胎、胶管、胶带等橡胶制品 

有效提高胶料的加工安全性，延长胶料

的储存时间和焦烧时间 

促进剂NS 
天然橡胶、合成橡胶硫磺硫化体系的促进剂，用于

轮胎、胶带、胶管、其它工业制品等 
焦烧时间长，硫化速度快 

促进剂CBS 
天然橡胶、合成橡胶硫磺硫化体系的促进剂，用于

轮胎、胶带、胶管、其它工业制品等 
焦烧时间长，硫化速度快 

不溶性硫磺 用于天然橡胶等的硫化剂 高分散性、高热稳定性、高含量 

微晶石蜡 
轮胎和橡胶制品的物理防老剂，提高轮胎和橡胶制

品的臭氧防护性能 

在制品表面形成稳定的蜡膜，为轮胎和

橡胶制品提供长效防护 

胶母粒 替代普通粉体橡胶助剂 
无粉尘、易分散、自动称量、适合自动

连续低温混炼、高混炼效率、储存稳定 

均匀剂 
可解决不同胶种共混时遇到的分散不良的问题，提

高气密胶料粘性，提高气密层气密性 
PAHs含量低，满足欧盟法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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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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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1,943,387,548.06 2,014,294,669.18 -3.52% 2,081,925,235.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5,781,030.33 184,349,920.03 -31.77% 367,248,526.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8,301,942.61 173,311,538.66 -31.74% 357,701,596.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7,719,773.31 234,166,919.25 -24.11% 441,092,572.6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 0.47 -27.66% 1.0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 0.47 -27.66% 1.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70% 11.13% -3.43% 25.09%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2,306,090,924.11 2,133,251,867.64 8.10% 2,100,783,033.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56,044,237.36 1,672,398,836.29 -0.98% 1,706,135,68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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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878,043.51 416,639,721.98 490,113,711.02 628,756,071.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70,682.51 21,517,039.96 51,264,771.87 48,128,535.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343,577.71 21,132,529.00 49,834,427.23 42,991,408.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9,569,013.06 27,586,164.15 28,722,084.02 31,842,5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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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63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1,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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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传华 境内自然人 27.07% 101,557,010 0 质押 64,620,000 

尹月荣 境内自然人 9.12% 34,222,500 0 质押 14,490,000 

王文博 境内自然人 4.72% 17,716,660 13,287,495 质押 9,700,00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诺安先锋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3.26% 12,217,621 0   

济南纾困盛鲁

股权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49% 9,346,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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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华夏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其他 2.27% 8,500,000 0   

北京益安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

－益安嘉会私

募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2.06% 7,729,000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银华核心价

值优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92% 7,196,192 0   

杨燕 境内自然人 1.68% 6,300,004 0   

山东阳谷华泰

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3% 6,116,60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王传华、尹月荣、王文博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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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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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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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硫化助剂体系 800,798,200.12 133,050,592.59 16.61% -5.85% -27.79% -23.30% 

加工助剂体系 706,829,225.23 152,108,814.40 21.52% -3.52% -25.32% -22.60% 

胶母粒体系 227,241,889.95 47,657,428.53 20.97% -0.92% 27.41% 28.59% 

防护体系 173,684,012.62 39,570,948.59 22.78% 1.28% -4.61% -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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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及依据 

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本公司于2020年1月1日

起执行新收入准则以及通知，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新收入准则取代了财政部于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15号—建造合同》(统称“原

收入准则”)。在原收入准则下，本公司以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新收入准则引入了收入确认计量的“五

步法”，并针对特定交易或事项提供了更多的指引，在新收入准则下，本公司以控制权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具体收入确认和计量的会计政策参见审计报告附注三、（二十二）。 

本公司依据新收入准则有关特定事项或交易的具体规定调整了相关会计政策。依据新收入准则的规定，根据履行履约义

务与客户付款之间的关系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合同资产或合同负债。同时，本公司依据新收入准则对与收入相关的信息披露

要求提供更多披露，例如重要合同或业务与履约义务相关的信息和与分摊至剩余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相关的信息，包括履约

义务通常的履行时间、重要的支付条款、公司承诺转让的商品的性质（包括说明公司是否作为代理人）、公司承担的预期将

退还给客户的款项等类似义务、质量保证的类型及相关义务等。 

本公司对收入来源及客户合约流程进行复核以评估新收入准则对财务报表的影响。本公司的收入主要来源于与客户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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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定价格的商品销售合同，收入仍于向客户交付验收时点确认。采用新收入准则对本公司除财务报表列报以外无重大影响。 

2、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本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1月1日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各项目的影响汇总如下：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会计政策变更前2019年12月

31日余额 
新收入准则影响 

会计政策变更后2020年1月1日

余额 

负债：       

预收账款 3,684,373.51  -3,684,373.51    

合同负债   3,260,507.53  3,260,507.53  

其他流动负债   423,865.98  423,865.98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会计政策变更前2019年12月

31日余额  
 新收入准则影响  

 会计政策变更后2020年1月1

日余额  

 负债：        

 预收账款  1,392,434.00  -1,392,434.00    

 合同负债    1,232,242.48  1,232,242.48  

 其他流动负债    160,191.52  160,19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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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20年3月在比利时投资设立了全资子公司华泰化学（欧洲）公司，于2020年12月在上海投资设立了全资子公司

上海橡实化学有限公司，报告期内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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