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3188                                                  公司简称：ST 亚邦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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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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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因公司 2020 年度亏损，拟决定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份和其他形式的

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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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亚邦 60318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洪兵（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张丽娜 

办公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牛塘镇人民西路

105号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牛塘镇

人民西路105号 

电话 0519-88316008 0519-88316008 

电子信箱 hongbing@yabangdyes.com zhanglina@yabangdyes.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染料及染料中间体的销售与服务，是国内蒽醌结构染料生产专家工厂。公司以

深耕精细化工为发展战略，通过产业并购扩大主营业务范围，先后进入溶剂染料、农药等行业，

满足多层次的客户需求，实现公司多元化发展。公司染料业务、农药业务以及专用化学品业务均

从原材料采购开始，通过自有装备生产各类染料、染料中间体、农药和专用化学品，形成较长的



产业链，按市场需求和订单生产。公司采取直销的方式面对市场独立销售，具有完整的销售业务

管理体系。公司客户按照其采购公司产品的用途分为生产型客户和贸易型客户，按照销售地区分

为内销和外销，国内主要以向经销商销售为主，向终端客户销售为辅的模式，国外主要销售给终

端客户。同时，公司在主要产能停产期间，采取外采外购、委外加工等方式满足客户需求，避免

生产空缺，维持日常经营稳定。 

2020 年度，国内外受全球新冠疫情的爆发影响，外部环境形势严峻，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上

半年，染料下游印染企业订单减少，国内外需求减弱，多数企业开工不足，行业普遍面临下行压

力。下半年，随着疫情控制逐步平稳，国内企业复工复产达到正常水平，企业生产供给能力和产

业链运转基本恢复，染料产量及产品价格有所回升，主要经济指标的负增长有所减缓，但行业下

游纺织服装的消费愿望和需求仍需逐步恢复。同时，随着化工行业整治标准的进一步明确和细化，

染料行业优胜劣汰趋势加速，染料企业需及时调整经营策略，优化产业布局，加强技术创新，加

速生产设备现代化升级改造，生产差异化、高附加值、环保的新产品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

公司将抓住行业安全环保整治的契机，不断优化产品工艺，积极开发节能减排新技术，实施管理

创新生产新模式，以应对国内外复杂严峻的经济环境，适应行业发展新趋势。 

公司所处农药行业 2020 年同样受全球新冠疫情蔓延带来的国内外宏观经济下行影响，疫情导

致全球供应链运行受阻，农药原材料成本上升，风险与挑战并存。下半年，随着国内疫情防控趋

势的明显向好及全球农药市场需求增加，农药产品订单增加，价格上涨，国内农药企业全面复工

复产，产能有效释放。我国农药行业经受住了新冠疫情爆发的冲击，突破困境，农药产业总体保

持平稳良好发展趋势。报告期内，随着行业竞争的加剧及安全、环保的持续监管，我国农药行业

整合加剧，兼并重组持续进行，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公司主营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等农

药产品，专注农药合成业务，采用绿色环保催化加氢技术，产品以高效、低毒、环境友好型的新

型农药为主，符合国际高端客户制剂加工的需求。在经过安全环保提标整治后，公司农药业务将

在复产后充分发挥技术与安全环保优势，实现长效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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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1,957,057.72 4,316,284,337.32 -11.45 4,764,811,910.18 

营业收入 652,637,329.17 1,420,863,302.39 -54.07 2,075,820,294.21 

扣除与主营业 582,566,786.99 / / / 



务无关的业务

收入和不具备

商业实质的收

入后的营业收

入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612,444,303.57 -199,066,508.16 -207.66 161,559,180.4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616,553,112.47 -212,227,106.48 -190.52 198,619,434.0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2,345,428,971.03 2,956,329,985.42 -20.66 3,003,813,214.53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47,951,451.95 -25,864,309.91 -472.03 579,048,959.75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1.0741 -0.3491 -207.68 0.2813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1.0741 -0.3491 -207.68 0.2813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23.10 -6.51 减少16.59个百

分点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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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725,695.63 202,229,124.62 164,536,134.64 142,146,374.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74,587,284.66 -81,044,356.00 -95,674,473.35 -361,138,189.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75,223,784.51 -79,884,221.00 -99,160,023.41 -362,285,083.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2,292,268.62 4,059,703.11 18,031,095.41 -137,749,98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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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9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9,59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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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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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0 166,112,000 28.84 0 质押 166,11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许旭东 -4,130,000 21,900,000 3.80 0 质押 21,900,000 境内自然人 

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16,000,000 2.78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176,100 10,484,453 1.82 0 无 0 国有法人 

卢建平 -1,772,200 8,063,000 1.40 0 质押 4,000,000 境内自然人 

杭柯达 6,693,751 6,693,751 1.1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德汇尊享九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0 5,958,000 1.03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0 5,830,000 1.01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帅咏梅 5,136,976 5,136,976 0.8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杨建泽 0 5,030,000 0.87 0 质押 5,000,00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许旭东与亚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

许小初为兄弟关系。2、其他股东关联关系未知。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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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5,263.73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了54.07%；实现营业利润

-72,315.99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了140.2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61,244.43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了207.66%。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 382,195.71 万元，比上年末减少 11.45%；负债总额 151,605.05 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 39.67%，比上年末增加了 9.49 个百分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总额为

234,542.90 万元，比上年末减少 2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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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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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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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财务报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月1日 影响数 

负债：    

预收款项 23,500,930.86 - -23,500,930.86 

合同负债 - 21,247,297.20 21,247,297.20 

其他流动负债 - 2,253,633.66 2,253,633.66 

于 2020 年 1 月 1 日，本公司根据新收入准则将与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相关的预收款项重分

类至合同负债，将相关的增值税销项税额重分类至其他流动负债。 

 

 

母公司财务报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月1日 影响数 

负债：    

预收款项 46,964.18 - -46,964.18 

合同负债 - 41,561.22 41,561.22 

其他流动负债 - 5,402.96 5,402.96 



于 2020 年 1 月 1 日，本公司根据新收入准则将与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相关的预收款项重分

类至合同负债，将相关的增值税销项税额重分类至其他流动负债。 

与原收入准则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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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受影响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合并 母公司 

预收款项        -17,306,367.08          -47,644.47  

合同负债         15,907,956.31           42,163.25  

其他流动负债          1,398,410.77            5,481.22  

营业成本 8,056,800.24 - 

销售费用 -8,056,800.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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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2020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14户，详见本附注七“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较上年度增加一户，详见本附注六“合并范围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