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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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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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变更为天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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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375,267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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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达股份 股票代码 30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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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国庆 孙洁 

办公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西石桥球庄 1 号 江苏省江阴市西石桥球庄 1 号 

传真 0510-86609388 0510-86609388 

电话 0510-86600202 0510-86600202 

电子信箱 caiguoqing3376328@163.com nanalogox@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所在醇醚及醇醚酯行业国际国内发展状况及趋势 

公司产品细分市场为醇醚及醇醚酯行业，属于精细化工行业。我国醇醚及醇醚酯行业从90年代主要依靠进口逐渐转变为

自产为主、进口为辅。产品结构方面，在全球醇醚产品领先生产商陶氏化学和国内科研院校等引领下，国内企业逐步开始生

产毒性更低、物理化学性质与乙二醇醚相似的丙二醇醚及醇醚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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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市场需求方面，近年来，下游应用领域涂料、油墨和电子行业等下游市场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对环保型溶剂、电子级

溶剂和清洗剂的市场需求，醇醚及醇醚酯市场需求呈现稳中有升的趋势。产品供应方面，醇醚及醇醚酯市场中主要产品乙二

醇（含二乙二醇）丁醚、丙二醇甲醚及醋酸酯供给总量呈逐年上升趋势。从生产区域来看，生产企业仍集中于江苏地区，其

产能占全国比重高达70%以上，国内醇醚主要生产企业包括怡达股份、德纳天音、百川股份、三木集团、华伦化工等。 

随着公司全资子公司泰兴怡达年产15万吨环氧丙烷项目的将建成，公司可实现产业链向上游延伸，形成从原材料环氧丙

烷到醇醚及醇醚酯系列产品的完整产业链。该项目建成后除保障公司自用环氧丙烷需求外，还可开拓环氧丙烷及其配套双氧

水产品的销售新业务，为环氧丙烷下游企业和公司醇醚及醇醚酯系列产品提供高质量的原料，不断提升公司的竞争地位。 

（二）公司的经营范围及主要经营模式 

1. 主要产品及用途 

公司的主要产品为丙二醇醚及其酯类系列产品、乙二醇醚及其酯类系列产品，是环境友好的有机溶剂、化学中间体和化

学专用品，广泛应用于油墨、涂料、电子化学品、日用化学品等行业；制动液则是在醇醚系列产品的基础上深化加工形成的。 

（1）丙二醇醚及其酯类系列产品 

丙二醇醚及其酯类产品是环氧丙烷的重要衍生物，由于其化学结构的独特性，具有亲油和亲水的双重功能，且挥发速率

适中，相比于部分乙二醇醚及醇醚酯系列产品更容易降解、更加环保，因此被作为工业溶剂或特种化学品广泛应用于涂料、

电子、油墨和清洗剂等高端下游行业。除用作溶剂外，近年来，丙二醇甲醚及丙二醇甲醚醋酸酯在电子化学方面的应用范围

越来越广，电子级丙二醇甲醚及丙二醇甲醚醋酸酯可以作为稀释剂、清洗剂或剥离液用于包括半导体、光刻胶基材、覆铜板、

液晶显示等电子元器件生产领域。 

 

公司目前主导的丙二醇醚及其酯类化合物产品如下： 

产品名称 产品简介 主要特性和用途 

丙二醇甲醚 C4H10O2，微弱的醚味，但没有

强刺激性气味，其分子结构中既

有醚基又有羟基，因而它的溶解

性能十分优异，又有合适的挥发

速率以及反应活性等特点。 

丙二醇甲醚作为工业溶剂，主要用于集装箱、船舶等涂料溶剂和稀释

剂，在涂料、清洗剂、油墨、皮革等方面都有广泛的用途。在油墨生

产中，使用丙二醇甲醚，一些配方可改成水溶性，使油墨毒性降低，

改善操作环境，提高印刷质量。另外丙二醇甲醚是制造“光刻胶”基材

的电子化学品之一，也是优良的电子清洗剂，是合成丙二醇双封端醚、

丙二醇甲醚醋酸酯及农药的主要原料。 

丙二醇甲醚醋酸酯 C6H12O3，无色吸湿液体，有特

殊气味，是一种具有多官能团的

非公害溶剂。 

丙二醇甲醚醋酸酯是一种挥发较快的溶剂，它对于光固化高的溶剂型

体系的溶解能力被作为一个标杆。它对大部分树脂，有很好的溶解能

力，所以是高档涂料常用的产品，同时也是用于制造“光刻胶”基材的

电子化学品之一，也是优良的电子清洗剂。 

（2）乙二醇醚及其酯类系列产品 

乙二醇醚及其酯类产品是环氧乙烷的重要衍生物，其分子中有醚键、羟基、羰基和烷基，可以与水或水溶性化合物、有

机物以及合成的或天然的高分子物互溶，具有一般有机溶剂所不具备的性能，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工业溶剂、电子行业、医药

工业基础原料、汽车制动液原料、喷气式飞机燃料抗冻添加剂、香料工业、医药工业、油田化学品等诸多领域。 

 

公司目前主导的乙二醇醚及其酯类化合物产品如下： 

产品名称 产品简介 主要特性和用途 

乙二醇甲醚 C3H8O2，无色透明液

体 

用途比较广泛，可作为印刷油墨、覆铜板、印染等的溶剂和稀释剂，可用作生产农药

中间体、医药中间体的基础原料，同时作为良好的“防冰剂”广泛应用于航空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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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乙二醇甲醚 C5H12O3，无色透明液

体 

可作为合成制动液的原料；电子化学品光刻胶的剥离液，制造双封端醚的原料。 

三乙二醇甲醚 C7H16O4，用于有机合

成、制动液、稀释剂 

一种性能优良的精细化学用品，沸点高、不易燃易爆、不具有氧化性，外观为无色透

明澄清液体。可用作新型高档制动液原料、液压油、传热流体、润滑油等。三乙二醇

甲醚硼酸酯能提高各功能液体的沸点，有助于抗气阻的产生。鉴于公司拥有制动液研

发及生产技术，公司三乙二醇甲醚及硼酸酯系列产品相较于市场中同类产品，具有更

强的针对性及适用性，因此在市场上具有较强竞争力。 

乙二醇乙醚醋

酸酯 

C6H12O3，无色液体 有微弱的香脂类气味；能与多种有机溶剂混溶，溶解能力比乙基溶纤剂大，能溶解油

脂、松香、氯化橡胶、氯丁橡胶、硝化纤维素、乙基纤维素、醇酸树脂等多种高分子

物质。乙二醇乙醚醋酸酯主要用于金属、家具喷漆的溶剂，刷涂漆用溶剂，还可用作

保护性涂料、染料、树脂、皮革、油墨的溶剂。 

乙二醇丁醚 C6H14O2，无色易燃液

体，具有中等程度醚

味 

优良的工业溶剂及助剂，广泛应用于涂料（除发挥溶剂功能外，在潮湿、炎热的环境

中，能起到防“缩孔”作用）、印刷油墨、图章专业印台油墨、树脂等行业，还可用作

金属清洗剂、脱润滑油剂、脱漆剂、药物萃取剂。也是合成环境友好的新型增塑剂和

乙二醇丁醚醋酸酯的主要原料。 

乙二醇丁醚醋

酸酯 

C8H16O3，一种高沸点

的、含多官能基的二

元醇醚酯类溶剂 

主要用于高温烤瓷以及印刷油墨的高沸点溶剂，也用作乳胶漆的助聚结剂；由于该溶

剂挥发速度很慢，在水中溶解度低，所以可作为丝网印刷油墨溶剂、烤焐的釉油以及

聚苯乙烯涂料印花釉的溶剂，尤其适用于丝网油墨、高端工业面漆中，在汽车工业，

飞机制造业也有广泛应用，同时更是喷墨油墨的高级助溶剂。 

（3）制动液 

制动液是液压制动系统中传递制动压力的液态介质，使用在采用液压制动系统的车辆中。制动液又称刹车油或迫力油，

是制动系统不可缺少的部分，其优劣直接关系制动的可靠程度，继而关系到驾驶员的行车及生命安全。市场中制动液主要为

合成型制动液，其主要是用醚、醇、酯等掺入润滑、抗氧化、防锈、抗橡胶溶胀等添加剂制成，性能相对优异，被广泛应用

于高速、大负荷的汽车上。 

良好的合成制动液要求具备凝点低、沸点高、不易产生气阻、抗腐蚀等特点。三乙二醇甲醚、四乙二醇甲醚及其酯系列

为理想的高沸点原料，因此被广泛作为原料应用于制动液的生产。公司开发的三乙二醇丁醚、三乙二醇甲醚硼酸酯等新产品，

其分子链比较长、性能比较稳定，平衡回流沸点高，在较高温度下不会汽化，在较低温度下不会凝固，具有高温抗气阻性和

吸湿性，在潮湿条件下能与水形成不影响汽车制动性能的组分，是优秀的制动液原料。 

公司拥有制动液生产许可证，是既能生产醇醚原料又能生产制动液终端产品的企业，目前公司已成为国内主要制动液生

产企业的原料供应商，同时也为下游企业提供部分制动液产品。 

1. 主要产品工艺流程 

（1）丙二醇（乙二醇）醚系列产品工艺流程图 

催化剂                   环氧丙烷（环氧乙烷）                   醇 

 

 

 

 

 

                                                                  醇 

 

                                    

                                                                  丙二醇（乙二醇）醚 

 

残液 

计量 计量 计量 

反应釜（反应器） 

脱醇塔分馏 

精馏塔 

 

原料EO或PO、醇、催化剂按工艺要求经计量，经过充分混合后，经预热进入反应釜（器）进行醚化反应，反应结

束后反应液进入脱醇塔回收原料醇，釜液进入多段精馏塔精馏出丙二醇（乙二醇）醚。 

（2）丙二醇醚（乙二醇醚）醋酸酯系列产品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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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醚、醋酸、脱水剂、催化剂按工艺要求经计量加入反应釜中反应，反应产生的水经脱水塔的脱水剂从塔顶采出

废水，经酯水分相器，上层脱水剂回反应系统，下层废水经废水处理系统处理至达标后排放。反应液合格后经沉降槽沉

降，上层清液进入脱轻塔减压精馏分离出中间组分回用，釜液进入精馏塔精馏出合格产品。残液富含催化剂回反应釜循

环使用。 

（3）制动液产品工艺流程图 

 

将原料醇醚、硼酸酯与添加剂按工艺要求在配制罐中搅拌混合均匀后，经压滤机去除固体杂质，即得制动液产品。 

1. 主要产品的上下游产业链 

公司主要产品的上游产业主要为石油化工行业，主要包括环氧丙烷、环氧乙烷及醋酸等，下游行业主要涉及涂料、

油墨、电子化学、汽车制动液等行业，电子化学品、日化行业作为公司产品新兴应用市场，未来将为公司盈利水平稳步

提升，提供重要支撑。公司上下游关系如图所示： 

 

1. 主要经营模式 

（1）销售模式： 

公司产品以直销为主，针对需求量小、公司销售网络覆盖能力相对薄弱的地区，以贸易为辅。立足国内市场，扩大市场

占有率；开辟国外市场，依托现阶段已合作的国际国内知名企业挖掘市场机会，并寻求长期战略伙伴关系。 

（2）生产模式 

采用规模化、自动化的生产装置24小时连续生产，生产装置通常为综合装置，可根据市场所需，生产不同种类的产品，

装置利用率高、运行稳定。公司依托“三江战略布局”，统一管理吉林怡达、珠海怡达客户资源、销售计划和生产计划，在上

年末根据销售计划、产能和设备状况制定下年度的生产计划。 

（3）采购模式 

公司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材料采用集中采购模式，即总量约定、分批交付。对于其他原材料和辅料、五金等材料，采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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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根据生产订单，结合存货，确定数量，再经比价、询价后在合格供应商名单里选择供应商。 

（4）研发模式 

公司目前主要采取自主研发为主，并积极利用外部技术资源进行合作开发的研发模式。依托公司技术研究中心的技术研

发力量，将公司研发方向与市场需求有机结合。针对客户需求，进行量身定制，将公司新产品更好的推向市场，进一步增强

了公司竞争力。 

（5）盈利模式 

公司自成立至今，一直致力于醇醚及醇醚酯类有机化工产品的技术研发、生产及销售，随着泰兴怡达年产15万吨环氧丙

烷项目的建成投产，公司将拓展环氧丙烷及其配套双氧水的销售，不断巩固公司的竞争地位。经过多年行业积累及优质的产

品质量，公司赢得较为稳定的客户群体。公司与吉林怡达、珠海怡达形成三地联动的采购、生产、销售模式，使资源得到了

有效配置，降低生产成本，扩展市场空间，保障公司的销售收入。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主要产品、主要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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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4,159,976.50 954,417,066.84 5.21% 1,127,231,637.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81,893.62 6,553,499.46 -159.23% 35,731,897.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234,034.98 1,794,706.07 -503.08% 24,105,458.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9,773,783.98 26,751,579.58 198.20% 124,190,993.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99 0.0818 -161.00% 0.44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99 0.0818 -161.00% 0.44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6% 0.77% -1.23% 4.15%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2,237,355,972.56 1,735,732,884.62 28.90% 1,386,517,701.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34,019,444.09 844,308,293.49 -1.22% 870,725,79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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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321,536.69 257,142,495.67 294,347,063.53 271,348,880.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24,372.46 -1,236,543.90 2,915,829.16 963,193.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370,697.99 -1,834,891.01 1,762,150.65 209,403.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009,336.88 30,982,072.14 25,772,082.85 77,028,96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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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5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7,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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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准 境内自然人 21.31% 17,119,608 0 质押 3,802,900 

沈桂秀 境内自然人 13.26% 10,650,516 0   

刘昭玄 境内自然人 6.49% 5,215,000 0 质押 330,000 

倪志祥 境内自然人 1.38% 1,107,300 0   

刘冰 境内自然人 1.24% 996,000 0   

刘坚 境内自然人 1.24% 996,000 0   

无锡神怡投资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7% 938,352 0   

刘芳 境内自然人 0.87% 699,200 0   

广州金控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2% 660,200 0   

李凤珠 境内自然人 0.81% 653,87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沈桂秀、刘准为母子关系；无锡神怡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赵静珍与刘准为夫

妻关系；刘冰与李凤珠为夫妻关系；刘准、沈桂秀、刘昭玄、刘冰、刘芳以及刘坚于 2016 年

11 月 30 日、2020 年 11 月 15 日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协议约定各方一致同意就公司相关事

项与刘准保持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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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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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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生产、销售情况 

2020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0,416.0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5.2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88.19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159.23%。主要原因为：一季度新冠疫情爆发，给全球及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我公司吉林怡达、珠

海怡达公司复工复产严重延迟给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销售收入、销售量双双下降；二季度国内市场需求仍然疲软，生产

经营情况不及预期，同时吉林怡达因5月份吉林地区疫情反复，造成物流不畅等原因停产近二十天，给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三季度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基本恢复，市场需求有所提升，但从六月份以后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尤其是

主要原料之一环氧丙烷从六月份的均价9,827元/吨上涨至九月份的均价15,554元/吨，由于原料价格大幅波动影响和下游行业

竞争激烈的情况挤压了公司产品的盈利空间；四季度由于主要原料价格高位运行且货源紧张，使得珠海怡达、吉林怡达的产

能不能得到有效提升，并且江阴工厂因安全生产许可证换证延期，进行停产检修，给公司实现盈利造成了不利影响。综观全

年生产经营情况，2020年公司未能实现盈利的原因众多，使得公司2020年度经营业绩亏损。 

2、加强内控治理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强化治理，积极健全并完善内控制度建设。结合ISO45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换版，今年1

月组织江苏、吉林、珠海怡达的相关部门对公司的《管理手册》、《程序文件》等进行评审、修订，将ISO45001新版标准的

要求纳入手册中，且吉林怡达新增生产装置等，组织机构图、厂区平面布置图等均修订完善；修订后于3月发布了2020版《管

理手册》；根据新发布的《管理手册》修订、完善了《文件控制程序》、《人力资源管理程序》等7份程序文件，为了更好

的对公司制定的目标进行管理，确保满足法律法规、顾客及相关方的要求，8月新增《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目标管理

程序》；结合上级部门安全检查、法律法规要求及公司实际多次修订作业文件《合成岗位工艺安全操作规程》、《精馏岗位

安全操作过程》、《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制度》等共76份，根据锅炉改造及相关要求新增作业文件《天然气锅炉开、停车方案》、

《承包商安全管理制度》、等共29份，作废《金属离子检验方法》1份；制定有国家标准1份、行业标准12份、网上公开声明

企业标准25份、管理体系文件共525份，外来标准57份。。公司安环部门按季度收集法律法规，并组织相关部门开展了合规

性评价。通过上述制度、通知的制修订，加强了公司内控管理，是为了顺应企业的发展，规避风险。通过制度来明确每一个

部门、每一个员工的工作目标，将责任明确到具体岗位和责任人，实现各级机构在执行风险及内控工作上的规范和统一，促

进公司的精细化管理水平。 

公司自上市以来，按照上市公司监管要求，不断调整和优化公司经营管理体制。积极推进各项规章制度，强化内部控制。

完善公司治理，狠抓经营规范管理，全面推进组织架构及管理流程优化工作，努力提升企业管理。规范“三会”运行，健全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投资者关系等工作。并通过互动易平台、投资者关系电话等线下线上多渠道常态互动，畅通投资者与

上市公司交流的渠道，增强公司运作透明度，充分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维护上市公司良好市场形象。 

3、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公司继续秉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深化发展“三江战略”，以 “上攀下钻”的产品战略，

向产业链上下游拓展，产业链上游主要发展环氧丙烷项目，下游以环境友好型新材料为主，逐步形成醇醚行业综合性产业集

团。报告期内，公司按计划加紧推进各项目建设，具体进展情况详见年度报告第四节经营情况分析与讨论/五、投资状况分

析/3、报告期内正在进行的重大非股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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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醇醚系列产品 557,631,792.34 74,905,634.43 13.43% 8.59% 15.92% -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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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醚酯系列产品 425,803,095.73 12,827,178.01 3.01% 1.67% 2.60%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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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159.23%，主要是：①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爆发，给全球及中

国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公司全资子公司吉林怡达、珠海怡达复工得产严重延迟给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②2020年二季度，

随着复工复产，公司生产经营情况逐渐好转，但国内市场需求仍然疲软，生产经营情况不及预期。同时全资子公司吉林怡达

因5月份吉林地区疫情反复，造成物流不畅等原因停产近二十天，给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了一定的影响。③2020年三季

度国内疫情基本控制，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基本恢复，市场需求有所提升，但从6月份以后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尤其是主要

原材料之一环氧丙烷本季度上涨幅度高达58.28%，虽然公司努力调整营销策略和生产安排，但是由于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影

响和下游行业的激烈竞争，挤压了公司产品的盈利空间。④2020年四季度，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基本稳定。公司与各子公司为

完成扭亏为盈目标作出了不懈努力，但由于主要原材料的高位运行且货源紧张，给全资子公司珠海怡达、吉林怡达的正常生

产经营造成了一定的制约，使得产能不能得到有效提升。加之2020年12月3日，江苏怡达因安全生产许可证到期需进行延期

换证，结合此次换证进行停产检修，因上述停产发生停工损失296.38万，从而影响公司第四季度的整体盈利水平。由于上述

多方因素叠加，造成公司2020年度合并层面出现了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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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新收入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根据财会〔2017〕22号《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政部对《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

收入》进行了修订，新收入准则引入了收入确认计量的5步法模型，并对特定交易(或事项)增加了更多的指引。 

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0年3月24日决议通过，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前述新收入准则。根据

新收入准则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对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调整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

目金额，未对2019 年度的比较财务报表进行调整。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年年初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合并报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20年1月1日 

负债：     

预收账款 6,255,129.13 -6,255,129.13 - - 

合同负债 - 5,608,514.06 - 5,608,514.06 

其他流动负债 6,404,551.30 646,615.07 - 7,051,166.37 

 

母公司报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20年1月1日 

负债：     

预收账款 4,403,426.56 -4,403,426.56 - - 

合同负债 - 3,969,839.22 - 3,969,839.22 

其他流动负债 3,541,914.63 433,587.34 - 3,975,50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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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年度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规定，公司将履行商品交付义务过程中但不构成单项履约义务的相关运输费用及出口费用作为合同履

约成本，确认为营业成本。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度合并利润表的影响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合并 母公司 

营业成本 34,521,598.52  17,530,171.40  

销售费用 -34,521,598.52  -17,530,17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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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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江苏怡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之签字盖章页】 

  

 

 

 

江苏怡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准      

 

 年     月    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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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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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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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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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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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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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退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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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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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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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