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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10                           证券简称：新金路                           公告编号：定 2021-1 号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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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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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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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金路 股票代码 0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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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景豪 廖荣 

办公地址 
四川省德阳市区泰山南路二段 733 号银鑫

o 五洲广场一期 21 栋 22-23 层 

四川省德阳市区泰山南路二段 733 号银鑫•

五洲广场一期 21 栋 22-23 层 

传真 0838-2207936 0838-2301092 

电话 0838-2207936 0838-2301092 

电子信箱 chengjh2016@sina.com lrong1984@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拥有 50年的氯碱化工发展历史，为四川地区最早上市企业之一，公司以氯碱化工为

基础，配套仓储、物流等业务，公司主导产品为聚氯乙烯树脂（PVC）和烧碱。报告期，公司

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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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C 树脂是五大通用树脂之一，是我国第一、世界第二大通用型合成树脂材料，由于其

具有阻燃性、耐磨性、抗化学腐蚀性、综合机械性能、制品透明性、电绝缘性及易加工性等

特点，目前 PVC 树脂已成为应用领域最为广泛的塑料品种之一，主要应用于包装材料、人造

革、塑料制品等软制品和异型材、管材、板材、农业节水器材等硬制品，是国家重点推荐使

用的化学建材。烧碱产品广泛应用于轻工、纺织、农业、建材、电力、电子、食品加工等方

面，是国家最重要也是用途最广泛的基础化工原料之一。 

据中国氯碱网最新产能调查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底，我国 PVC 生产企业 70 家，总产

能 2664万吨（其中包含聚氯乙烯糊状树脂 127万吨），平均 PVC生产规模约为 38万吨/年，

较上年继续提高 4万吨。年内新增加产能 201万吨，退出规模为 55万吨，PVC 产能排名前十

位企业进入规模提升为 65 万吨/年，大部分集中在西北的新疆和内蒙古以及华北地区。2020

年受疫情等因素影响，PVC 企业虽然快速有序地复工复产，但产量和需求增长均受到一定抑

制，行业整体开工率较上年有所下调，平均为 78%。产能分布方面，西北地区依托丰富的资

源、能源优势，在国内 PVC 产业格局中具有一定的领先地位；截至 2020 年底，我国烧碱生产

企业 158家，总产能为 4470 万吨，企业平均产能为 28.3万吨，较 2019 年增长 1.1万吨；产

能主要集中在华北、西北和华东地区，上述三个区域产能约占全国总产能的 81%，2020 年我

国烧碱总产量为 3463万吨，较前一年比出现一定增长，我国烧碱行业全年整体开工负荷处于

相对较高水平。 

报告期，受疫情、原油价格大幅波动等因素影响，PVC 市场行情先抑后扬，震荡剧烈，

整体呈“V”字型走势，年内出现了自 2015 年底以来的最低谷，同时在年末的 12月走出了近

几年来的最高点。据统计数据显示，年初国内 PVC 主流均价 6900 元/吨，年末国内 PVC 主流

均价 7320元/吨，年内涨幅 6.09%，年内价格整体上涨，全年价格最低点在 4月，均价为 5412

元/吨，为近年来新低，全年价格最高点在 12 月，均价为 8550 元/吨，为近年来新高，全年

最大振幅达 57.97%；烧碱价格报告期呈下跌走势，据统计数据显示，年末全国 32%离子膜碱

均价较年初下滑 150元/吨。 

近年来，虽随着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政策的实施，部分中小氯碱企业陆续淘汰，

但目前我国氯碱生产企业依然众多，行业集中度在不断提高，在资源富集的西北等区域，产

业呈现越来越明显的规模化、大型化、长链化等特点，在东部、中部和西南地区，产业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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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延伸性和协同性发展更为明显。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作为基础化工原料的 PVC 树

脂和烧碱仍具有稳定的消费市场空间，当前，在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大背景下，传统的

氯碱行业发展已进入了调整、转型期，氯碱行业逐步摆脱单纯以追求规模扩张为目的的增长

方式，进入以“产业结构调整、提升行业增长质量”为核心的发展阶段，相关上下游企业间

的资源重组、高附加值新产品制造技术研发推广、环境友好型生产工艺的广泛应用成为氯碱

行业发展的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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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6,963,015.97 2,319,065,343.95 -4.83% 2,069,391,203.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1,536,759.09 62,013,347.09 15.36% 100,101,923.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4,337,539.82 50,280,377.04 27.96% 96,134,664.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5,290,290.65 68,581,870.78 184.75% 208,520,782.7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74 0.1018 15.32% 0.16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74 0.1018 15.32% 0.16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95% 6.44% 0.51% 11.24%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总资产 1,816,415,281.28 1,610,500,689.31 12.79% 1,484,471,994.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63,609,816.95 991,344,447.18 7.29% 931,442,20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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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648,816.87 554,385,839.33 564,134,212.16 616,794,147.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672,301.80 12,451,698.09 -10,025,231.26 38,437,990.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992,730.88 -4,282,882.67 10,956,540.94 25,671,150.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874,012.80 38,323,064.45 10,135,948.54 108,957,26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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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607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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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江东 境内自然人 10.05% 61,252,951 59,646,313 质押 61,244,533 

四川金海马实

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06% 49,078,365  

冻结 12,040,000 

质押 37,038,365 

德阳市国有资

产经营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3.54% 21,556,124    

汉龙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6% 12,560,365  冻结 11,000,000 

华创证券－证

券行业支持民

企发展系列之

华创证券 1 号

FOF 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华

创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支持民

企发展 5 号单

一资产管 

其他 2.00% 12,180,000    

赵相革 境内自然人 1.82% 11,091,976    

冯译嶙 境内自然人 1.65% 10,040,100    

马渲 境内自然人 1.45% 8,833,700    

深圳市特发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8% 7,798,809    

刘莹 境内自然人 1.25% 7,6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前十大股东中，刘江东先生与四川金海马实业有限公司互为一致行动人。除上述情

况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上述公司股东冯译嶙通过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份 9,840,1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00,0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0,040,100

股。 

上述公司股东马渲通过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8,833,7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8,833,700 股。 

上述公司股东刘莹通过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7,600,0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7,60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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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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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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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油价崩盘引发大宗商品价格动乱，供需两端双双走弱，制

造业遭到重挫，国际贸易和投资急剧萎缩，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遭受严重冲击，公司所在氯

碱行业，受疫情及上下游行业冲击等多重因素影响，产品价格大幅波动，呈现出“以碱补氯”

阶段性弱化等特点。同时，整个氯碱行业面临资源能源约束日益加强、安全环保要求不断提

高等问题。 

面对疫情冲击，激烈的市场竞争，子公司岷江电化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泥石流灾害，关

系公司生存发展的树脂公司就地改造紧迫任务及严峻的安全、环保形势，公司全体干部员工

众志成城、和衷共济，积极应对，严格按照政府要求全力做好疫情的各项防控措施，在确保

员工安全、健康的前提下，按照年度发展目标，适时调整生产经营策略，抢抓市场机遇，通

过全员艰辛努力，公司夺取了疫情阻击战的阶段性胜利，成功抵御了岷江电化特大暴雨泥石

流灾害，顺利完成了树脂公司就地改造等工作。公司于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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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发力，多措并举，树脂产销量再创两条线生产以来历史新高，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20,696.30 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153.68万元,同比增长 15.36%。公司

保持了持续稳定、安全运营态势。 

一是面对疫情，公司全面督促落实疫情防控及排查工作，严格按照政府要求全力做好疫

情的各项防控措施，确保全员的安全、健康，同时积极主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捐赠防御、

抗疫物质，支持政府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树立了公司良好的社会形象。 

二是针对关系公司生存、持续发展的树脂公司就地改造项目，公司克服了时间紧、任务

重、开工晚、人员匮乏等各种困难，全力协调规划各项资源和人力，抓质量、抢工期，倒逼

工程进度，确保项目按时、按质完成，有效解决了制约公司生存、发展的安全、环保瓶颈问

题。 

三是岷江电化遭受暴雨泥石流灾害后，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指导、协调岷江电

化救灾工作，经营班子亲赴一线鼓舞员工、评估损失，实时启动灾后复产技改项目，同时，

全面统筹，加大外购电石采购力度，最大限度降低了岷江电化停产损失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的影响。 

四是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公司适时调整生产经营策略，把“稳运行”作为生产经营工

作重中之重，通过全力做好要素保障，深挖公司潜力、降低成本消耗，科学统筹开车负荷等

措施确保了生产装置稳定经济运行，通过深入市场，维系客户，拓宽销售渠道、合理调整产

品销价和库存储量等措施有效增厚了销售利润，确保公司保持了持续盈利。 

五是落实安全生产清单制管理和危化品专项整治工作，强化应急救援措施，提升应急处

置能力，实现了安全生产的目标。 

六是持续以科技创新作为加快发展的内生增长动力，继续加大特种树脂及新材料产品投

入研发力度，提升产品附加值。 

七是继续深化管理改革和创新，推行敏感岗位、重要岗位轮换制管理，激发团队活力，

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和党建工作，增强员工的归属感，保持员工队伍的稳定。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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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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脂产品 1,359,031,605.26 23,393,312.96 1.72% 1.66% -147.20% 5.43% 

碱产品 515,940,660.95 226,876,712.01 43.97% 16.36% -14.45% -15.84% 

其他产品 331,990,749.76 127,710,327.12 38.47% -38.38% 35.27%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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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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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7月 5日，财政部发布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年 1月 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

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本集团自 2020 年 1 月 1 日开始按照上述新收入准则进行会

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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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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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公司子公司成都金泓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收购了成都合维德商贸有限公司 100%股

权，成都合维德商贸有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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