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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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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se.com.cn）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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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准确性、

完整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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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 2021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360,110,935.64 元，计提盈余公积 20,528,690.22 元，当年可供分

配的利润为 360,110,935.64 元。基于对公司持续经营及未来长远发展的信心，公司董事会在考虑

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和公司的长远发展并结合公司的现金状况，拟定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1、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8.00 元（含税）。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总股本 130,129,000.00 股，以此计算合计派发现金股利 104,103,200.00 元（含税），占公司当年实

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28.91%。 

    2、公司拟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 10 股转增 6 股，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130,129,000 股，本次转增后，公司的总股本为 208,206,400 股。 

3、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 30%的情况说明 

公司属于精细化工行业，是化工行业的一个重要分支,其产品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的各行各

业。公司主要从事二元酸二甲酯系列产品、脂肪醇系列产品（1,6-己二醇，1,5-戊二醇）、增塑剂

系列产品等化工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近年来，公司持续探索和完善二元羧酸产业链条的延

伸，致力于使产品结构多样化、精细化、系列化，所规划在建项目在未来几年将面临集中的建设

及投产，涉及到持续的大规模资金支出。 

（1）2021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34,345.67 万元，同比增长 91.7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 36,011.09 万元，同比增长 128.2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34,177.27 万元，同比增长 140.63%。 

（2）2022 年公司“年产 2000 吨聚碳酸酯二元醇项目”已开工建设，按照合同约定，项目设

备、工艺管道安装、土建工程等将根据建设进度陆续投入资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项目投资协议的议案》、《关于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议案》、《关于投资建设年产 6 万吨多功能环保增塑剂项目

的议案》、《关于投资建设年产 6 万吨二元酸二甲酯项目的议案》，以及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 3 万吨 1,6 己二醇项目的议案》，目前项目都已开始办理前期相关手



续或部分项目已开工建设，随着上述项目的逐步推进，公司尚需投入大量资金。公司未来几年处

于相对快速发展阶段，为有效推动公司战略目标，保证公司各项目按照既定计划稳步推进，减少

公司财务费用，公司拟将留存足够的自有资金用于支持自身发展。 

（3）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设定的现金分红比例是根据公司经营资金需求制定的，同时

也充分考虑了对股东的持续回报，留存收益将用于公司主业经营和项目建设等方面，有利于公司

经营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从而进一步提高公司整体效益，提升投资者的长期回报。    （4）公司

留存未分配利润的后续安排 

2021 年末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将转入下一年度，主要用于主业经营、研发投入、项目建设等

方面。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巩固公司行业地位，增强盈利能力，实现公司的持续、

稳定发展，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和更好的长期回报。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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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利科技 603217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冯国梁 刘志刚 

办公地址 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朱刘街道工业园 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朱刘街道工业园 

电话 0536-6710522 0536-6710522 

电子信箱 fengguoliang@yuanlichem.com liuzhigang@yuanlichem.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是精细化工行业细分领域的领军企业。精细化工行业是化工行业的一个重要分支,其产品

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精细化工产品的开发和应用领域不断

拓展,具有更高技术含量和应用价值，市场需求广泛。公司始终坚持科技引领和创新驱动，专注于

主业优化、技术升级和资源利用，积极挖掘高端需求，丰富产品结构，促进产品的升级换代，持

续发展绿色、高端精细化学品和新材料。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主要包括二元酸二甲酯系列、脂肪醇系列和特种增塑剂系列产品，公司

产品多样化、系列化，公司的核心产品二元酸二甲酯、脂肪醇解决了国内无法自给的局面，实现

了进口替代。公司现已形成技术专业化，产品高端化、精细化、系列化，生产规模化，市场国际

化的发展模式。公司每个品种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较高，利润贡献不依赖于单一品种。公司通过不

断完善产品线，形成了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进一步强化了公司供应链稳定的优势和成本优势。公

司将依靠安全运营，持续为客户提供稳定优质的产品供应，实现客户利益、股东利益的双赢。   



公司产品专业程度高、功能性强、下游应用广泛。二元酸二甲酯系列产品主要应用于涂料、

铸造粘结剂、油墨、颜料、个人护理、医药中间体等方面中高端领域；脂肪醇系列产品主要应用

于 UV 固化材料、聚氨酯等方面高端领域，如热敏基材（橡胶、塑料）等的涂装、大型风力发电

机的叶片涂装、高档汽车内饰、食品包装袋封口胶黏剂等；增塑剂系列产品以生物质仲辛醇为原

料，开拓了非石化路线的醇类作为原材料，实现了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主要应用在电线电

缆、革制品、PVC 输送带、表面活性剂、光学眼镜树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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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

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3,072,594,755.90 2,557,738,163.49 20.13 2,502,222,408.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573,213,827.58 2,258,906,808.69 13.91 2,155,685,715.80 

营业收入 2,343,456,847.04 1,222,028,754.67 91.77 1,167,341,898.49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

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

的营业收入 

2,333,778,868.34 1,221,073,051.59 91.13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0,110,935.64 157,791,808.17 128.22 136,289,546.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41,772,679.27 142,032,648.54 140.63 117,191,286.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2,830,380.84 156,111,144.52 4.30 78,315,988.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91 7.16 
增加7.75个

百分点 
8.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83 1.24 128.23 1.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83 1.24 128.23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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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8,992,011.67 568,599,238.61 686,886,523.07 628,979,073.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81,986,121.00 93,697,165.20 99,094,536.99 85,333,112.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76,578,224.60 91,420,326.23 93,517,215.01 80,256,913.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50,312,358.78 14,965,029.19 64,964,372.06 32,588,620.81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77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386 

截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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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刘修华   75,039,751 57.67 75,039,751 无   
境内自

然人 

潍坊同利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999,892 4.61 5,999,892 无   其他 

青岛聚金山股权投资基

金企业（有限合伙） 
  2,510,000 1.93 0 未知   其他 

王俊玉 -619,100 1,857,452 1.43 0 无   
境内自

然人 

张美玲   836,700 0.64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光大保德信信用

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779,822 0.60 0 未知   其他 

刘玉江 -85,000 677,017 0.52 0 无   
境内自

然人 

陈海健   665,800 0.51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谭立文   647,217 0.50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鹏华增瑞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627,500 0.48 0 未知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刘修华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潍坊同利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刘修华控制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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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343,456,847.04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91.77%，利润总额

421,368,440.11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60,110,935.64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28.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573,213,827.58 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13.91%。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