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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54                           证券简称：泰和新材                           公告编号：2020-031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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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宋西全、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顾裕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顾裕梅声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

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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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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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产能居国内前五位，分布于烟台及宁夏两个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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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纺织领域已得到

了普及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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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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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态势。 

2019年年底国内氨纶总年产能约85万吨，较2018年年底增长约8.1%；国内氨纶需求量约

62万吨，同比增幅约5.8%，需求增速明显放缓，从2016-2018年年均需求增速13.2%降至2019

年的5.8%附近。中小型氨纶工厂及老装置的开工在供大于求及亏损加剧的背景下减停量明显

增多，中小企业的市场份额部分被吞食或被淘汰出局，氨纶行业集中度有所上升。 

全年氨纶市场价格延续弱势走跌的局面，市场价格在需求疲软、新品推广等压力下延续

缓慢下跌状态，CCF40D氨纶价格指数全年下跌约12.2%；相比之下，上游原料价格跌幅较小，

PTMEG价格指数全年下跌约8.5%，氨纶中东部老旧装置常规产品现金流亏损加剧，至年尾达

到历史峰值。 

2019年氨纶及主原料价格走势图 

 

 

2018-2019年40D氨纶现金流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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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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与者，主要产品包括泰美达®间位芳纶、泰普龙®对位芳纶。

泰美达®间位芳纶具有优异的耐高温、阻燃、绝缘性能，广泛应用于安全防护、环境保护、轨

道交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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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应用于光缆、汽车、防护等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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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销两旺的形势比较明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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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2,541,965,045.67 2,172,478,781.37 17.01% 1,554,900,973.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6,283,265.93 156,359,749.30 38.32% 100,067,840.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1,309,193.92 125,139,137.94 28.90% 60,767,552.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0,174,692.91 98,391,125.09 194.92% 307,378,194.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 0.26 34.62% 0.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 0.26 34.62% 0.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61% 7.46% 2.15 个百分点 4.89%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4,305,252,399.77 3,794,768,574.25 13.45% 2,619,002,921.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44,609,640.33 2,155,781,107.83 8.76% 2,030,248,32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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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5,729,235.15 613,012,783.06 602,739,452.23 670,483,575.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978,509.81 52,889,784.55 57,149,891.43 65,265,080.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681,213.03 48,045,317.16 52,585,288.78 26,997,374.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749,017.79 70,099,070.24 52,234,245.14 122,092,35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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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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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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1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6,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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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17,970,700    

白艳明 境内自然人 1.13% 6,890,404    

刘国栋 境内自然人 1.11% 6,752,100    

丁荣儿 境内自然人 1.10% 6,70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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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3% 6,312,9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聚优价值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2% 5,000,000    

韩真如 境内自然人 0.76% 4,646,900    

孙田志 境内自然人 0.67% 4,080,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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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2,000 股，普通账户持有

数量 12,368,7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7,970,700 股；白艳明信

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 6,813,200股，普通账户持有数量 77,204

股，实际合计持有 6,89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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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荣儿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 6,702,800 股，

普通账户持有数量 0 股，实际合计持有 6,70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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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真如信用证券

账户持有数量 4,646,900 股，普通账户持有数量 0 股，实际

合计持有  4,646,900 股；孙田志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 

4,080,257 股，普通账户持有数量  0 股，实际合计持有 

4,080,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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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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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项目为抓手，积极引导市场需求，不断优化产品结构，差异化、功能

化、时尚化的产品主导市场。在防护领域，通过做标准、做顶层、做全产业链，保持高端市

场占有率；在工业市场，采取抓大客户的销售策略，通过以点带面，进行有效市场竞争，盈

利能力进一步得到提升。 

对位芳纶方面，销售领域主要涵盖光通信、防护、橡胶及工业增强等。公司紧抓市场机

遇，最大程度满足客户需求，保证货源向优质客户倾斜；通过高端领域的开发和销售，带动

利润稳步增长。 

氨纶方面，受中美贸易摩擦、全球经济不振等因素影响，国内纺织行业持续低迷，在行

业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氨纶价格不断下滑。针对这一情况，公司实行烟台、宁夏双基地战略，

提升新产能效率、降低老产能负荷，积极优化产业布局，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巩固提升竞争

实力，全年销量实现较大幅度增长。但由于烟台基地生产装置相对老旧、宁夏基地产品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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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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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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市场推广期，同时下游市场订单低迷、价格下滑，氨纶业务仍未扭亏，对公司业绩造成一

定拖累。 

综合以上因素，2019年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254,196.50万元，同比上升17.01%；营业利润

24,561.34万元，同比上升55.25%；利润总额24,774.47万元，同比上升57.04%；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21,628.33万元，同比上升38.32%；基本每股收益0.35元，同比上升3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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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7,889,228.47 2,420,694.56 0.16% 21.77% -91.14% -2.05% 

芳纶 1,009,768,134.85 446,551,874.32 44.22% 10.00% 30.02% 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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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开拓芳纶业务，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芳纶业务利润占比增幅加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上升。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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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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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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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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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长：宋  西  全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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