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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54                           证券简称：泰和新材                           公告编号：2014-021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泰和新材 股票代码 002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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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迟海平 董旭海 

电话 0535-6394123 0535-6394123 

传真 0535-6371234 0535-6394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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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41,726,910.10 858,341,069.27 -1.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0,404,473.18 38,157,120.07 136.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87,152,756.45 35,160,839.09 147.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9,729,398.49 53,699,398.93 197.4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07 157.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07 157.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2% 2.37% 2.75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368,642,803.08 2,293,697,611.25 3.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10,437,096.06 1,720,024,403.06 5.26% 

（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8,173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质押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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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烟台泰和新材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9.32% 200,085,677 0 冻结 12,979,200 

杭宝年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0% 5,070,757 0   

孙洋 境内自然人 0.77% 3,900,000 0   

烟台国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5% 1,799,651 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商大盘量化精选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5% 1,779,902 0   

王涌 境内自然人 0.31% 1,572,480 0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分红－银保分红 
其他 0.29% 1,490,974 0   

于宝忠 境内自然人 0.27% 1,367,535 0   

吴明宇 境内自然人 0.27% 1,358,650 0   

王秀真 境内自然人 0.24% 1,231,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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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3）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概述 

2014年上半年，公司各项主营业务平稳发展，盈利水平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 

氨纶业务方面，由于下游企业订单不足，市场需求不及预期，产品价格略有松动，但与上年同期相比

仍处于较高水平。面对这种局面，公司积极优化产品结构，深入开展节能降耗，纽士达®氨纶业务依然保

持了较高的开工率和盈利能力。 

间位芳纶的行业秩序较往年有所改观，但在低端领域的竞争依然激烈。面对这一竞争形势，公司继续

实施专业化开发、标准化带动和差别化竞争策略，不断增加高端领域的销售比例，泰美达®纤维的产量、

销量和实现的盈利同比出现一定幅度的增长。 

对位芳纶方面，公司继续加大研发投入，持续改进产品性能，部分产品的综合性能已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同时，不断加大宣传推广力度，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产品知名度不断提高，泰普龙®品牌逐渐被市

场所认可。随着生产成本的降低和产销量的增加，泰普龙®对位芳纶的盈利情况持续改善。 

在三大业务的共同推动下，2014年上半年公司共实现营业利润11,679.66万元，同比增长149.03%；实

现利润总额11,903.57万元，同比增长135.80%；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9,040.45万元，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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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93%。 

（2）主营业务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平稳发展，成本费用控制水平明显提高，公司实现的营业利润显著增长。 

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841,726,910.10 858,341,069.27 -1.94%  

营业成本 649,040,617.20 736,738,614.86 -11.90%  

销售费用 17,997,606.99 20,367,107.78 -11.63%  

管理费用 53,589,587.55 51,500,881.92 4.06%  

财务费用 1,592,496.30 -1,155,670.57 237.80% 本期汇兑损失增加 

所得税费用 19,910,283.10 8,443,419.10 135.81% 本期盈利增加，应交企业

所得税增加 

研发投入 31,358,704.79 33,083,517.71 -5.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59,729,398.49 53,699,398.93 197.45% 本期公司盈利能力提升，

货款回收较好。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09,951,234.94 -10,532,338.18 -943.94% 本期加强流动资金管理，

国债逆回购投资支出增

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000,000.00 -9,062,893.58 122.07% 本期筹资活动现金流出

减少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51,773,058.70 34,476,796.45 50.17% 本期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额增加 

（3）主营业务构成情况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分行业 

化纤行业 824,048,499.85 634,443,777.33 23.01% -0.90% -11.02% 8.76个百分点 

分产品 

氨纶丝 552,734,033.25 416,480,003.35 24.65% -10.79% -23.35% 12.34个百分点 

芳纶丝 271,314,466.60 217,963,773.98 19.66% 28.02% 28.42% -0.26个百分点 

分地区 

国内 712,313,929.64 552,121,598.54 22.49% -1.38% -12.20% 9.56个百分点 

国外 112,827,431.14 83,280,347.53 26.19% 3.25% -1.08% 3.23个百分点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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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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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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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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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新设控股子公司烟台泰和时尚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权益比例70%，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的有关规定，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5、对 2014 年 1-9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 年 1-9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4 年 1-9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109.24% 至 134.35% 

2014 年 1-9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12,500 至 14,000 

2013 年 1-9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5,974.0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氨纶平均售价同比上升，芳纶产量、销量有所增加。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长：孙  茂  健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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