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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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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拟定的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20年末的总股本 917,751,14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股派发人民币 0.8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73,420,091.84 元，占当年合并

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的比率为 50.51%。公司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该预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雪天盐业 600929 湖南盐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少华 王婷 

办公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时代阳光大道西

388号轻盐阳光城A座15楼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时代阳光

大道西388号轻盐阳光城A座15

楼 

电话 0731-84449266 0731-84449266 

电子信箱 officer@snowskysalt.com.cn officer@snowskysalt.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经营模式等介绍如下：  



（一）公司的主营业务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盐及盐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主要产品为食盐、工业盐、烧碱、畜牧盐、

芒硝等。  

（二）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1）食盐  

公司食盐品种丰富，主要分为食用小包盐和食品加工盐两大类。其中食用小包盐覆盖井矿盐、

湖盐、海盐三大品类。包括加碘精制盐、未加碘精制盐、海藻碘盐、海藻碘低钠盐、腌制盐等产

品及满足中高端人群需要的生态食用盐、岩晶盐、活水盐等产品。公司产品有袋装、罐装、瓶装、

礼盒装等多种包装形式，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 

（2）工业盐  

公司工业盐主要用于两碱用盐、印染、制革、炼钒等行业。  

（3）烧碱  

公司生产的烧碱为离子膜法液碱，主要用于稀土、冶金，氧化铝等行业。  

（4）畜牧盐  

公司畜牧盐产品主要用于饲料加工、水产养殖等行业。  

（5）芒硝  

公司芒硝产品主要用于造纸、日化、玻璃、漂染和纺织等行业。  

（三）公司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公司采购管理模式为集中管理、分散采购，其中大宗物资如煤炭等采用集中网

采方式进行直接采购，其他原材料、辅料及相关物资如片料等主要通过公开招标、比质比价等方

式，由各分子公司分散采购。  

2.生产模式：公司盐产品及副产品芒硝根据历史销售情况、存货储备需求和市场订单情况，

采取“以销定产、统一计划、订单生产”方式进行生产，盐化工产品氯碱等则采用连续型生产模式。  

3.营销模式：公司产品面向国内外市场销售，主要通过自主开拓市场,直接与客户建立联系,

签订供货合同,并按合同组织生产调运及运输。同时借助第三方具有合格经营资质的合作经销商,

通过其销售渠道将产品销往客户终端。食盐业务采取自建分支机构、自建销售网点、自建的开门

生活电商平台、自建物流或委托第三方物流等方式进行跨区域线上线下直销和批发。 

（四）行业发展现状  

从 2017 年食盐专营体制改革以来，我国盐行业经营环境已发生较大变化，跨区经营推动食盐

市场竞争活力提升，盐行业产业集中度逐步提高，形成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集团，盐业体

制改革后食盐品种日趋丰富，食盐价格趋向多样化，能逐步满足不同人群的消费需求。  

纯碱、烧碱等是我国工业盐的主要终端流向，周期性明显。我国仍是基础建设的持续高峰期，

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化工原料，两碱产业虽仍在进行结构性调整，且报告期内受疫情影响，下游

内需和出口都有所减少，但长期来看市场需求稳定。华南地区作为国内纯碱、烧碱的洼地，区域

内产能的增长水平超出全国整体平均值。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4,572,374,503.69 3,595,597,675.58 27.17 3,573,793,762.17 

营业收入 2,164,477,644.54 2,272,012,598.99 -4.73 2,302,818,453.6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45,350,963.29 147,001,752.68 -1.12 142,376,286.5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25,474,775.12 122,502,449.43 2.43 145,796,520.5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2,720,299,830.43 2,476,974,240.48 9.82 2,388,361,140.03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19,014,769.32 278,563,521.95 -21.38 283,059,835.08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584 0.1601 -1.06 0.161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549 0.1601 -3.25 0.1617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5.61 6.04 减少0.43个百分

点 

6.34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440,007,619.94 523,633,416.41 498,471,749.92 702,364,858.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2,590,464.35 23,295,132.32 18,299,890.57 61,165,476.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41,965,680.63 19,589,251.13 14,979,889.48 48,939,953.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4,274,815.40 92,279,570.12 68,534,756.40 13,925,627.40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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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5,77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4,61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

份 

状

态 

数量 

湖南省轻工盐业集

团有限公司 

4,424,400 563,534,234 61.40 549,147,412 无 0 国有

法人 

贵州盐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0 29,484,053 3.21 0 无 0 国有

法人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0 26,258,502 2.86 26,258,502 无 0 国有

法人 

周建 6,173,900 19,220,067 2.09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广西盐业集团有限

公司 

-372,500 15,749,138 1.72 0 无 0 国有

法人 

江苏省盐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690,000 13,906,938 1.52 0 无 0 国有

法人 

湖南发展集团矿业

开发有限公司 

-5,876,700 8,489,173 0.92 0 无 0 国有

法人 

廖小英 5,279,900 5,279,900 0.58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黄露 4,826,900 5,120,000 0.56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湖南高新创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0 5,000,000 0.54 5,000,000 无 5,000,000 国有

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截至本报告期末，本公司各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人关系如下：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湖南省轻工

盐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二者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且适用关于一致行动人关系的相关规则。除此之外，公司未

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 21.64 亿元，同比下降 4.7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1.25亿元，同比增长 2.43%；总资产 45.72 亿元，同比增长 27.1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27.20亿元，同比增长 9.82%。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相

关规定，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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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将“预收款项”中的货款重分

类至“合同负债”，将包含的

税金部分重分类至“其他流动

负债” 

合并资产负债表：期末合同负债调增 60,805,434.06 元，其他流动负债调增

6,547,205.26 元，预收款项调减 67,352,639.32 元。期初合同负债调增

39,987,451.81 元，其他流动负债调增 4,067,673.01 元，预收款项调减

44,055,124.82 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期末合同负债调增 31,599,009.48 元，其他流动负债调增

2,844,773.04 元，预收款项调减 34,443,782.52 元。期初合同负债调增

19,003,999.25 元，其他流动负债调增 1,710,359.95 元，预收款项调减

20,714,359.20 元。 

 

 

将运输费由“销售费用”重分

类到“营业成本”列报 

合并利润表：调增本期营业成本 297,195,284.56 元，调减本期销售费用

297,195,284.56 元。 

母公司利润表：调增本期营业成本 17,414,597.98 元，调减本期销售费用

17,414,597.98 元。 

 

 

公司首次执行准则对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利润总额、净利润没有影响。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本报告期新增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1家，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7 家，详见本节九、在

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