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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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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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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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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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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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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833,6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元

（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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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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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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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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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专业从事氨纶、芳纶等高性能纤维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主导产品为纽士达®氨纶、泰

美达®间位芳纶、泰普龙®对位芳纶及其上下游制品。 

1、氨纶业务 

公司是国内首家氨纶生产企业，纽士达®氨纶主要应用在纺织领域及医疗卫生领域，用

于增加织物的弹性，被誉为纺织品中的“调味品”，产能居国内前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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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纶在纺织服装领域已经得到了普及应用，成为必不可少的纺织原料，随着人们对时尚

潮流和舒适性的追求以及消费观念的升级，市场需求量总体呈增长态势。 

2018年底国内氨纶产能达到78.6万吨，同比增长约11%；需求量58.5万吨，同比增长约

10%。虽然下游需求维持两位数增长，但由于新增产能相对较多，落后产能退出较少，供大

于求的问题仍然突出，行业维持弱势下行调整，价格跌幅较为明显，行业利润比2017年出现

下降；另一方面，行业内部的洗牌升级继续，龙头企业的扩产加速，而中东部老旧装置的减

停量逐步增加，部分小装置淘汰，行业的产业集中度逐步提升。 

2018年氨纶价格走势图 

 

2018年氨纶主原料价格维持高位运行，虽然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但跌幅较小，全年均

价较2017年均呈现上涨态势；而氨纶价格延续单边弱势下跌，业内企业盈利压力普遍上升，

行业亏损面不断扩大。除主原料外，包装成本和煤改气导致的能源动力成本上涨，也侵蚀了

行业的利润。 

2017-2018年40D氨纶利润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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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氨纶行业相关数据及图表均引自中国化纤信息网） 

公司是我国芳纶产业的开拓者和领军企业，主要产品包括泰美达®间位芳纶、泰普龙®对

位芳纶，产能均位居国内首位，其中间位芳纶产能居全球第二位。泰美达®间位芳纶具有优异

的耐高温、阻燃、绝缘性能，广泛应用于个体防护、环境保护、航空航天、电气绝缘等领域；

泰普龙®对位芳纶同时具有耐高温、阻燃、高强度、高模量等优异的综合性能，不仅是国防军

工、安防反恐必需的关键材料，还广泛应用于光缆、汽车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芳纶行业的竞争相对寡头，目前的市场容量相对较小，宏观环境、供求形势及竞争手段

的变化都会对行业产生较大影响。自2017年起，由于供应偏紧、需求增长，行业供需环境发

生较大变化，芳纶进入供不应求的局面，同时受到原料成本上涨的推动，芳纶价格持续上涨，

盈利情况不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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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2,172,478,781.37 1,554,900,973.06 39.72% 1,580,806,475.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6,359,749.30 100,067,840.51 56.25% 58,838,206.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5,139,137.94 60,767,552.68 105.93% 50,853,297.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8,391,125.09 307,378,194.50 -67.99% 325,799,501.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 0.16 62.50% 0.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 0.16 62.50% 0.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46% 4.89% 2.57 个百分点 2.99%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3,794,768,574.25 2,619,002,921.24 44.89% 2,598,609,875.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55,781,107.83 2,030,248,324.53 6.18% 1,995,657,040.7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37,554,402.35 559,169,477.03 573,501,936.21 602,252,965.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711,266.87 64,504,342.94 41,022,050.06 15,122,089.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984,322.30 59,954,585.66 38,052,898.03 -5,852,668.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620,332.37 -12,446,423.81 57,472,970.03 -2,255,75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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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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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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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0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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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泰和新材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5.50% 216,868,000    

侯仁峰 境内自然人 1.37% 8,343,060    

郦虹 境内自然人 1.12% 6,871,256    

刘国栋 境内自然人 1.11% 6,752,100    

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方圆－东方 38

号私募投资基金 

其他 1.08% 6,600,000    

丁荣儿 境内自然人 1.05% 6,391,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1.03% 6,312,900    

孙田志 境内自然人 0.97% 5,950,000    

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方圆－东方 12

号私募投资基金 

其他 0.83% 5,050,000    

白艳明 境内自然人 0.82% 4,997,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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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仁峰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  5,637,700 股，普通账户持有数量

2,705,360 股，实际合计持有 8,343,060 股；刘国栋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

量 6,752,000 股，普通账户持有数量 1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6,752,100 

股；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方圆－东方 38 号私募

投资基金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 6,600,000 股，普通账户持有数量 0

股，实际合计持有 6,600,000 股；丁荣儿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 

6,391,000 股，普通账户持有数量 0 股，实际合计持有 6,391,000 股；孙

田志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 5,950,000 股，普通账户持有数量 0 股，实

际合计持有 5,950,000 股；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方圆－东方 12 号私募投资基金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 5,050,000 股，普

通账户持有数量 0 股，实际合计持有 5,0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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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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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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8年，受益于间位芳纶、对位芳纶两大业务板块的增长，公司盈利水平出现了较大幅

度的提升。 

间位芳纶方面，由于供应偏紧、需求增长，同时受到原料成本上涨的推动，芳纶销售价

格持续上涨，生产线满负荷运行，产量、销量均实现大幅增长。根据市场变化，公司及时调

度生产满足市场需求，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实现利润的大幅增加。 

对位芳纶方面，公司多年来的市场培育取得成效，下游需求持续增加，销售价格不断上

涨，产品继续满产满销，军用头盔、战术手套等军民融合项目相继落地，经济效益大幅增加。  

氨纶方面，受供应过剩、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影响，市场持续低迷，产品价格不断下滑；

同时，行业进入深度调整期，有的企业继续扩产，也有企业破产、减产或者停产。针对这一

情况，公司实行烟台、宁夏双基地战略，在低成本地区收购氨纶项目，积极优化产业布局，

巩固提升竞争实力，全年产量、销量均实现大幅增长。但由于新项目调试周期较长、调试成

本较高；同时，氨纶原料价格高位运行，下游市场需求不旺，氨纶业务出现亏损，减少了公

烟 台 泰 和 新 材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烟 台 泰 和 新 材 料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51% 

35.50% 

烟台国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烟台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00%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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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业绩的增长幅度。 

受此影响，2018年公司共实现营业利润15,820.09万元，同比上升28.27%；利润总额

15,776.26万元，同比上升28.1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635.97万元，同比上升

56.25%；基本每股收益0.26元，同比上升62.50%。2018年公司收购了宁夏越华与氨纶业务相

关的经营性资产，总资产同比增长4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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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氨纶丝 1,238,332,627.87 27,323,022.42 2.21% 30.59% -73.63% -8.72 个百分点 

芳纶丝 918,009,283.86 343,447,532.04 37.41% 56.02% 128.76% 11.89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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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营业收入同比上升39.72%，主要是本期氨纶业务新增宁夏宁东氨纶，芳纶业务量价

齐升。 

（2）营业成本同比上升38.04%，主要是本期氨纶、芳纶销量增加，且主要原料成本上升。 

（3）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上升56.25%，主要是本期芳纶业务量价齐

升。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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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

15号）及其解读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2018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

调整法。2017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 290,789,313.79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401,216,036.08 

应收账款 110,426,722.29 

固定资产 875,193,489.81 固定资产 875,217,413.49 

固定资产清理 23,923.68 

应付票据 13,261,432.0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78,119,919.89 

应付账款 264,858,487.89 

应付利息  其他应付款 23,829,674.63 

应付股利 1,800,000.00 

其他应付款 22,029,674.63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款 18,100,000.00 

专项应付款 18,100,000.00 

管理费用 98,892,835.86 管理费用 46,641,061.67 

研发费用 52,251,77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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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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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合并报表范围新增宁夏泰和芳纶纤维有限责任公司；因股权稀释丧失控制权，减少

烟台泰和工程材料有限公司。 

2018年7月20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宁夏泰和芳纶纤维

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公司与宁夏宁东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东投资公司”）、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康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康舜基金”）共同出资设立宁

夏泰和芳纶纤维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宁夏泰和芳纶”），积极拓展芳纶业务。宁夏泰和

芳纶注册资金18,000万元，其中公司以货币资金出资11,700万元，出资比例为65%；宁东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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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货币资金出资4,500万元，出资比例为25%；康舜基金以货币资金出资1,800万元，出资

比例为10%。宁夏泰和芳纶公司并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原持有烟台泰和工程材料有限公司股份比例70%，2017年10月与烟台创业高科技有

限公司、烟台市汇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高殿飞、宋万全、陈刚和冯绍纯签订《增资协议书》，

根据协议本公司对工程材料公司增资111.7685万元，烟台创业高科技有限公司增资502.80万

元，烟台市汇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增资502.80万元。增资后工程材料公司注册资本为1,676万

元，其中：本公司出资502.8105万元，占30%；烟台创业高科技有限公司出资502.80万元，占

30%；烟台市汇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出资502.80万元，占30%；高殿飞69.8289万元，占4%；

宋万全出资55.8632万元，占3%；陈刚出资27.9316万元，占2%；冯绍纯出资13.9658万元，占

1%。根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完成工商变更即享有股东权利和义务。截止2018年7

月30日，增资款已全部到位，工程材料公司完成工商变更。公司对工程材料公司丧失控制权，

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4）对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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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西  全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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