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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40                           证券简称：闰土股份                           公告编号：2021-015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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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国生 董事 出差 阮光栋 

郝吉明 独立董事 出差 张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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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目前总股本 1,150,500,000 股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股

份 22,368,495 股后的 1,128,131,50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5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

公积金转增股本。年度报告披露日至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期间，若参与利润分配的股份数因股份回购等事项发生变动的，则

以公司未来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后的股份总数扣除公司已回购股份数后的股数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5

元（含税），即按照分配比例不变，分配总额调整的原则进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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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闰土股份 股票代码 002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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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波平 王燕杰 

办公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市民大道 1009 号财

富广场 1 号楼闰土大厦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市民大道1009号财富

广场 1 号楼闰土大厦 

电话 0575-8251 9278 0575-8251 9278 

电子信箱 latigid@126.com runtu7211@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纺织染料、印染助剂和化工原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染料年总产能近21万吨，其

中分散染料产能11万吨，活性染料产能8万吨，其他染料产能近2万吨，染料产品销售市场占有率稳居国内

染料市场份额前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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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纺织染料主要产品包括分散染料和活性染料。其中分散染料主要用于涤纶及其混纺织物的染色和

印花；活性染料主要用于棉纤维及其纺织品的染色和印花。 

报告期内，受新冠疫情影响，春节过后，染料行业上下游企业复工时间延后，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
影响。随着新冠疫情在国外持续爆发，纺织服装出口受到打击，下游纺织印染企业信心不足，全年印染布

产量同比减少，染料产品价格疲软，产销量同比下滑。根据中国染料工业协会提供的数据，2019年国内染

料总产量79万吨，2020年总产量76.9万吨。与此同时，国内染料行业在2020年也经受住了新冠疫情的严峻

考验，随着国内新冠疫情得到切实有效控制，染料行业整体在二季度后半程开始呈现恢复向好的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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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8,130,173.91 6,513,168,920.40 -19.73% 6,464,083,529.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88,176,752.31 1,369,965,968.02 -42.47% 1,313,034,857.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56,262,543.48 1,075,108,188.82 -48.26% 1,231,971,899.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47,847,445.81 1,839,697,241.26 -15.86% 1,226,450,769.9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9 1.19 -42.02% 1.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9 1.19 -42.02% 1.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81% 16.46% -7.65% 17.61%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1,354,172,670.91 10,910,713,769.79 4.06% 10,070,730,135.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152,853,542.48 8,775,344,168.56 4.30% 7,966,086,89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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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3,295,829.45 1,121,973,018.58 1,388,940,382.27 1,573,920,943.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0,368,577.42 144,988,259.04 181,430,424.68 231,389,491.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6,378,882.31 133,525,167.00 179,037,783.83 187,320,710.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0,197,091.61 695,559,815.52 316,435,377.31 15,655,1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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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26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41,500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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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东总数 东总数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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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爱娟 境内自然人 16.73% 192,454,893 0   

阮静波 境内自然人 15.76% 181,331,054 135,998,290   

阮靖淅 境内自然人 5.58% 64,151,863 0   

阮加春 境内自然人 4.91% 56,457,763 44,218,322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38% 38,933,862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3.37% 38,776,050 0   

挪威中央银行

－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1.17% 13,494,611 0   

徐万福 境内自然人 1.11% 12,742,412 9,556,808   

嘉实基金－农

业银行－嘉实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1.05% 12,098,850 0   

阮华林 境内自然人 1.05% 12,07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阮静波、张爱娟和阮靖淅为控股股东，阮加春是阮静波叔叔，张爱娟为阮静波母亲，阮靖淅

为阮静波妹妹。其他股东之间未知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报告期末，在公司获悉的股东名册中，未发现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情况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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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染料业务仍是公司的主营业务。公司染料年总产能近21万

吨，其中分散染料产能11万吨，活性染料产能8万吨，其他染料产能近2万吨，产品销售市场占有率稳居国
内染料市场份额前二位。 

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重创了全球经济，对我国纺织服装行业出口造成

较大冲击，染料行业下游纺织印染企业开工不足，染料产品价格下滑较大。 

面对经济持续下行压力和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公司的生产经营经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在公

司管理团队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公司报告期内取得了较为稳健的业绩。 

2020年，公司合计生产染料15.62万吨，同比下降4.14%，销售染料16.30万吨，同比下降2.98%，染料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减少8.46%。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228,130,173.91元，同比减少19.73%%；实

现营业利润920,483,000.65元，同比减少41.3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88,176,752.31元，同

比减少42.47%；实现基本每股收益0.6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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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染料 3,980,841,921.21 1,190,092,623.38 29.90% -24.39% -41.06% -8.46% 

助剂 196,758,330.64 37,230,455.04 18.92% -22.00% -49.47% -10.29% 

其他化工原料 943,512,988.53 150,237,941.91 15.92% 4.46% -22.97% -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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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2020年（元） 2019年（元） 本年比上年增减 变动原因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788,176,752.31 1,369,965,968.02 -42.47%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销售均价和

销量同比下滑所致。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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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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2017年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应

当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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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准则的规定，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

同的累积影响数调整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

该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受影响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0年1月1日 

合并 母公司 

预收款项 -34,369,264.53 -24,248,689.15 

合同负债 30,415,278.35 21,459,016.95 

其他流动负债 3,953,986.18 2,789,672.20 

与原收入准则相比，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度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增加/减少）： 

受影响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对2020年12月31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预收款项 -49,276,275.62 -20,709,878.69 

合同负债 43,607,323.56 18,327,326.27 

其他流动负债 5,668,952.06 2,382,552.42 

营业成本 63,348,714.79 20,682,742.33 

销售费用 -63,348,714.79 -20,682,74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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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阮静波 

  2021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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