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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54                           证券简称：泰和新材                           公告编号：2012-005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投资

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孙茂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隋胜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顾裕梅声明：保证年度报告中

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泰和新材 

股票代码 002254 

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注册及办公地址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黑龙江路 10 号 

互联网网址 www.tayho.com.cn 

2.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迟海平 董旭海 

联系地址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黑龙江路 10 号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黑龙江路 10 号 

电话 0535-6394123 0535-6394123 

传真 0535-6371234 0535-6394123 

电子信箱 chihaiping@tayho.com.cn dongxuhai@tayho.com.cn 

§3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3.1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2011 年 201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09 年 

营业总收入（元） 1,540,288,154.96 1,490,532,695.63 3.34% 1,133,022,301.98 

营业利润（元） 164,189,063.98 323,742,650.25 -49.28% 138,545,779.50 

利润总额（元） 168,024,981.39 324,604,227.73 -48.24% 142,223,68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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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元） 
139,342,493.31 256,022,089.64 -45.57% 109,148,371.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136,422,273.06 254,900,060.79 -46.48% 106,309,680.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 
-13,461,324.12 170,301,576.57 -107.90% 235,671,708.74 

 2011 年末 201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2009 年末 

资产总额（元） 2,305,974,525.93 2,268,127,483.17 1.67% 1,942,033,095.94 

负债总额（元） 505,707,919.33 390,029,631.89 29.66% 244,545,933.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元） 
1,647,364,175.82 1,709,436,635.77 -3.63% 1,551,304,546.13 

总股本（股） 391,560,000.00 261,040,000.00 50.00% 163,150,000.00 

3.2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2011 年 201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09 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 0.65 -44.62% 0.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 0.65 -44.62% 0.2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

每股收益（元/股） 
0.35 0.65 -46.15% 0.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49% 15.70% -7.21% 6.9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32% 15.63% -7.31% 6.77%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股） 
-0.03 0.65 -104.62% 1.44 

 2011 年末 201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2009 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股） 
4.21 6.55 -35.73% 9.51 

资产负债率（％） 21.93% 17.20% 4.73% 12.59% 

3.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2011 年金额 附注（如适用） 2010 年金额 2009 年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21,158.58  85,329.26 -5,571,075.3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3,226,900.00  1,359,540.00 7,556,48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

用费 
0.00  0.00 339,625.00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50,000.00  98,750.00 854,641.2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30,175.99  -583,291.78 1,692,50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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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影响额 -655,142.90  -166,810.75 -1,571,701.9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310,554.26  328,512.12 -461,782.20 

合计 2,920,220.25 - 1,122,028.85 2,838,690.41 

§4 股东持股情况和控制框图 

4.1 前 10 名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2011 年末股东总数  34,000 本年度报告公布日前一个月末股东总数  34,441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烟台泰和新材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8.77% 151,816,116  9,984,000 

中国工商银行－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其他 2.41% 9,430,000  0 

中国银行－易方达积极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其他 1.05% 4,108,942  0 

中国银行－富兰克林国海中小盘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其他 0.98% 3,830,934  0 

中国工商银行－申万菱信新经济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其他 0.94% 3,692,565  0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一组合 基金、理财产品等其他 0.84% 3,288,936  0 

杭宝年 境内自然人 0.83% 3,258,430  0 

孙洋 境内自然人 0.77% 3,000,000  0 

交通银行－科瑞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其他 0.76% 2,969,652  0 

中国建设银行－中小企业板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其他 0.71% 2,782,253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烟台泰和新材集团有限公司 151,816,116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4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易方达积极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4,108,942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富兰克林国海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830,934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申万菱信新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692,565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一组合 3,288,936 人民币普通股 

杭宝年 3,258,430 人民币普通股 

孙洋 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交通银行－科瑞证券投资基金 2,969,652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中小企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2,782,253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烟台泰和新材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未知其他股东相

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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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5 董事会报告 

5.1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概要 

（一）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回顾 

2011 年我国氨纶行业遇到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困难。一方面，受国外经济疲软、国内宏观调控等因素影响，纺织企业

面临订单减少、成本上升、融资困难等诸多问题，接单积极性不断降低，对氨纶的需求持续低迷；另一方面，氨纶行业的过

度扩张导致供需严重失衡，销售价格快速下跌，再加上原料成本的上升，氨纶企业逐步陷入行业性亏损。针对这一局面，公

司重点实施区域化管理、差别化竞争策略，充分发挥在质量、品牌、网络、品种等方面的综合优势，着重加大终端大客户的

开发力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公司保持了行业领先的开机率和产销率水平，产、销量创出历史新高，市场占有率也有所上

升。 

公司间位芳纶业务发展较好，成为 2011 年利润的主要来源。针对过滤领域竞争激烈、防护领域增长较快的竞争态势，公

司大力实施标准化带动、专业化开发策略，积极引导参与国内相关行业标准的制订，不断拓展产品应用领域，在国内防护服

等新兴领域的销量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国内领先优势进一步巩固扩大；海外市场方面，在巩固欧美等传统市场的同时，

着重开发加拿大、墨西哥等新兴市场，出口额较上年大幅增长。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公司年产 1000 吨对位芳纶项目在 2011 年建成投产并实现商业化运营，打破国外对我国的长期技

术封锁和市场垄断。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公司产业化生产线的稳定性逐步提高，产品制成率和合格品率不断上升，产品品种

也日趋丰富。公司营销人员在产品推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对位芳纶在国内市场网络已初步建立，在汽车胶管、光缆、防护、

摩擦密封等领域得到批量应用，客户数量和销量不断增加。 

由于三大主营产品的销量均创历史最好水平，公司在外部经济环境较差的情况下营业收入仍有所增长。2011 年，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 154,028.82 万元，同比增长 3.34%；营业利润 16,418.91 万元，同比下降 49.2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934.25 万元，同比下降 45.57%。氨纶售价下降和成本上升是公司利润未能实现同步增长的主要原因；间位芳纶实现的收

入和利润同比升幅较大，但由于市场总体规模尚小，其带来的利润增长未能完全弥补氨纶业务下降导致的利润损失。 

（二）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1、行业发展趋势及市场竞争格局 

（1）氨纶行业 

下游需求不振、行业产能过剩是我国氨纶行业面临的主要矛盾。 

2011 年，我国纺织企业经历了订单下滑、成本上升、资金紧张、汇率波动的阵痛。进入 2012 年，随着货币政策的微调和

棉花等原料价格的稳定，纺织企业的经营环境有所改善，但由于外单持续低迷、内需尚未放量，一季度氨纶迎来了旺季不旺

的尴尬。另一方面，尽管个别品牌影响力大、市场网络健全、差别化程度高的厂家在开机率、产销率等方面表现较好，但全

国仍有约 1/3 的产能处于闲置状态，如不有效整合，将对行业的发展造成严重制约。 

受成本制约，2012 年氨纶出现恶性价格竞争的概率较小，但在目前的竞争形势下，上半年也较难出现恢复性上涨；随着

全球经济的逐步复苏，下半年纺织行业可能逐渐回暖，氨纶的竞争形势也会有所好转，但在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形下，氨纶行

业要恢复到盈利状态可能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但这也会给行业整合带来一丝契机。由于氨纶行业的退出门槛较高，行

业整合真正出现可能需要经过漫长的等待。 

（2）芳纶行业 

间位芳纶的全球供应商主要有美国杜邦、本公司、日本帝人等。杜邦的市场占有率最高，产品规格非常丰富，是全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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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导者；本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居全球第二，在产品的差异化等方面走在全球前列，“泰美达”品牌拥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

美国杜邦和日本帝人占据了对位芳纶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是国际市场的主要竞争者。本公司于 2011 年实现了对位芳纶的商

业化运营，但在市场占有率、产品的差异化程度等方面与国际大公司还存在较大差距。 

我国间位芳纶的商业化情况相对较好。其中，高温过滤领域的发展比较充分，近年来增速有所下降，竞争有所加剧；随

着人们安全防护意识的提高，近年来防护领域的发展速度逐渐加快，作为标准的制定者和行业的引导者，公司与下游客户成

为主要的受益者；国产间位芳纶在绝缘、复合等领域的应用还处于起步阶段，公司参股的烟台民士达公司在国内处于领先地

位，在经过多年的培育之后，有望成为另一个重要的市场增长点。 

我国对位芳纶研发的时间较长，先后有多家企业宣布介入，但商业化进程缓慢。2008 年，本公司建成国内第一条百吨级

中试线，开始了对位芳纶商业化的探索；2011 年，公司千吨级产业化项目建成投产，实现了对位芳纶的商业化运营。目前，

公司的泰普龙纤维已经在光缆、防护、汽车胶管、摩擦密封等领域取得突破，客户的数量和采购量不断提高。 

2、年度经营计划 

2012 年，公司的经营计划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效益为中心，全面实施差别化战略，大力推行标准化带动和

终端拉动战略，努力形成高端产品比例不断扩大、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的新局面，力争氨纶、间位芳纶、

对位芳纶的产销量及市场占有率稳步增长。 

3、风险因素分析 

（1）经济复苏乏力的风险 

欧债危机给全球经济的复苏带来了新的阴影，导致发达经济体的消费能力下降，对出口导向型的新兴经济体造成冲击。

目前，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危机长期化的迹象开始显现。受此影响，我国纺织品的出口面临着较大的压力，对氨纶的需

求可能会受到抑制；公司的芳纶产品虽然拥有较高的竞争力，但出口比例一直较高，如果欧债危机久拖不决，也可能会对销

量的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为应对这一风险，公司将加强市场网络的建设，在氨纶方面加大直销力度，在芳纶方面实施标准化

带动和终端拉动战略，争取通过更好的服务来为客户创造价值，以此来稳定公司的销量和市场份额。 

（2）生产成本上涨的风险 

受中东政局影响，今年以来国际原油价格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各种化工原料都面临着成本推动型的价格上涨压力；

另一方面，国家正在进行资源价格改革，成品油价格已经创出新高，水、电、煤、天然气等的价格也将逐步提高；随着社会

的发展，人力成本和环保成本上涨也是必然。为应对这一风险，一方面公司将全面实施差别化战略，通过独特的品质和服务

来获取较高的价值；另一方面，将继续深化节能降耗、节约挖潜工作，并通过适度规模扩张、上下游一体化等手段来获取更

高的利润。 

（3）产品价格波动的风险 

目前，氨纶全行业处于亏损状态，受成本影响价格进一步下跌的可能性不大，但如果下游纺织行业的困难进一步加剧，或者

原料价格有所降低，不排除氨纶售价进一步下降的可能。芳纶是一个全球定价的产品，国际上通常以美元等货币来标注价格，

在人民币不断升值的背景下，以人民币折算的售价存在着下行的压力。为应对这一风险，公司将对各个市场进行细分，针对

不同的市场进行专业化开发，在增加客户价值的过程中获得回报，并通过对原料和市场的掌控来设置较高的进入门槛，以维

持较好的市场竞争秩序。 

 

5.2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万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

减（%） 

化学纤维制造业 150,056.01 120,846.20 19.47% 3.37% 21.82% -12.19%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

减（%） 

纽士达氨纶 102,554.45 89,135.84 13.08% -4.19% 19.23% -17.08% 

泰美达间位芳纶、泰普龙

对位芳纶 
47,501.56 31,710.37 33.24% 24.63% 29.72%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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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报告期内利润构成、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与上年相比，公司氨纶、芳纶的销量均有所增加，但由于氨纶销量增幅较小、芳纶销量增幅较大，氨纶业务实现的营业

收入和毛利占比有所下降，芳纶业务实现的营业收入和毛利占比有所上升。其中，氨纶收入占比由上年的 73.74%下降到68.34%，

毛利占比由上年的 70.25%下降到 45.94%；芳纶收入占比由上年的 26.26%上升到 31.66%，毛利占比由上年的 29.75%上升到

54.06%。 

§6 财务报告 

6.1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2 重大会计差错的内容、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6.3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4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5 对 2012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长 ： 孙 茂 健 

    

二 ○ 一 二 年 四 月 二 十 四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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