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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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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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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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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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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拟以实施 2019 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

现金红利人民币 2.00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 

该预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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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运股份 603790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成玉清 杨勤海 

办公地址 上海市嘉定区金园六路388号 上海市嘉定区金园六路388号 

电话 021-69136448 021-69136448 

电子信箱 ir@argus.net.cn ir@argus.net.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是染料和纺织助剂一体化发展的、以客户多样化需求为导向的、为印染企业和服装面料

企业提供多元化产品和应用技术服务的染整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主要从事中高端染料和纺

织助剂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相关染整应用技术服务。公司产品包括染料和纺织助剂两大类，染

料类产品主要包括棉用活性染料、羊毛及尼龙用染料和涤纶用分散染料等；纺织助剂类产品包括



印染前处理助剂、染色和印花助剂、以及后整理助剂等。公司的产品广泛应用于纤维素纤维、蛋

白质纤维、聚酰胺纤维和聚酯纤维的染色、印花及功能整理上。公司在提供染料和纺织助剂产品

的同时，向下游印染及纺织服装行业客户提供相关的染整应用技术服务。 

公司的采购模式：公司根据季度或半年度的销售预测，结合生产部门的相关生产计划，确定

采购品种，质量标准和用途后组织安排采购，对于价格波动较大的原料和产品，公司会在价格处

于相对较低的时候开始建立相对较多的库存。 在供应商的选择上，公司建立了完善的评价体系和

比价机制。公司在向供应商下单，在供应商发货后，由仓库负责验收入库工作，再由财务部门按

合同约定与供应商结算货款。 

公司的生产模式：公司染料和纺织助剂的生产部门一般根据各自销售部门的市场需求预测安

排生产，以保证产品能够及时、充足供货。结合公司经营模式的特点，内外部环境多变、产品多

样化的特点，公司采用“核心自产、优势外包”的柔性生产模式，两种生产方式相互补充。公司

募投项目仍在建设中，同时也在印染企业集中的区域绍兴滨海工业区储备了土地并开始申请产品

生产项目，这些项目建成后将增大公司自产的能力。 

公司的销售服务模式：公司目前的业务以国内市场为主。公司业务以直销为主，经销为辅。

公司同时为服装品牌和面料供应商提供提供各种应用技术服务和染整问题解决方案，促进公司的

产品在下游的使用。 

公司所处的行业为染料和纺织助剂行业。在公司主营业务中，染料业务收入占比较大。根据

中国染料工业协会统计， “十三五”期间染料行业稳中有进，总体呈小幅增长，由于销售价格的

上涨，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全年实现工业总产值分别为 621 亿元、687.5 亿元、709.8 亿元，

产品销售收入分别为 591 亿元、681.5 亿元、688.3 亿元，染料产量分别为 99 万吨、81.2 万吨、

79 万吨。（数据来源：中国染料工业协会） 

染料与纺织助剂行业中的主要企业包括浙江龙盛、闰土股份、德美化工、吉华集团、安诺其、

润禾材料等公司。目前行业内各个企业的技术水平、产品种类和质量、生产规模和盈利能力差异

较大。随着市场的发展、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以及行业上下游更加关注生态环保，染料、纺织助

剂行业将逐步由传统的粗放型、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型、资金密集型转变。行业内的大型企业凭借

资本实力、规模效益和品牌效应能保持较高的利润水平，行业内专注于细分市场并注重染整技术

服务的企业也将凭借领先的技术水平和技术服务优势保持持续稳定的盈利能力。未来随着行业集

中度的提升，行业内优势企业的定价能力也将逐步增强，优势企业的收入和利润水平有进一步提

升空间。同时，纺织主要终端产品服装由于消费者结构和消费模式的变化，对于其上游成衣、印



染和织造的产业链主要环节也提出来小批量、多品种、快速反应的要求，作为纺织产业链重要环

节的印染，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的升级改造来提升竞争力也是势在必行，对于染料及纺织助剂来说，

能提供更便捷和即时的印染技术支持以及能打通品牌商、面料商的数字化颜色平台将助力印染企

业提高竞争力，也增加染料和助剂企业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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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1,328,907,687.98 1,255,404,926.43 5.85 831,902,597.77 

营业收入 956,557,941.11 940,969,258.44 1.66 883,473,587.6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17,275,852.35 129,186,765.73 -9.22 113,848,168.2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02,017,329.16 119,142,169.75 -14.37 102,108,161.4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122,013,415.47 1,048,897,800.56 6.97 602,339,502.69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3,880,757.16 41,262,538.46 127.52 79,574,266.23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61 0.83 -26.51 0.79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61 0.83 -26.51 0.79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0.84 17.70 减少6.86个百分

点 

2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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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293,091.25 251,248,595.43 219,397,869.97 197,618,384.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2,836,023.67 39,656,719.25 26,097,325.91 8,685,783.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33,876,176.81 37,717,423.59 23,965,492.42 6,458,236.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6,516,180.18 6,626,161.87 -2,176,411.49 52,914,826.60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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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5,41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4,004 

截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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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谢兵 11,327,040 49,083,840 25.65 49,083,84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顾喆栋 8,942,400 38,750,400 20.25 38,750,4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郑怡华 6,284,520 27,232,920 14.23 27,232,92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许贵来 2,525,400 10,943,400 5.72 10,943,4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许雅昕 869,400 3,767,400 1.97 3,767,4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来宾琪誉

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726,640 3,192,560 1.67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曾建平 662,400 2,870,400 1.5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洪彬 331,200 1,435,200 0.7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梁玉环 1,393,360 1,393,360 0.7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刘海林 -256,200 847,800 0.4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谢兵、顾喆栋、郑怡华为一致行动人，郑怡华与许雅昕为母女关系，

许贵来与许雅昕为祖孙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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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9.56亿元，同比增长 1.6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 1.17 亿元，同比下降 9.2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1.02 亿

元，同比下降 14.37%。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

6号）、《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和企业会

计准则的要求编制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 2019 年年报第十一节“财务报告”

之“五、41.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子公司名称 

上海雅运新材料有限公司 （注） 

上海诺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美保林色彩工业（天津）有限公司  

太仓宝霓实业有限公司  

苏州科法曼化学有限公司  

天津华德化工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雅运进出口有限公司  

Argus Dyechem Private Limited（中文名：雅运染化（印度）有限公司） 

浙江震东新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蒙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注：上海雅运新材料有限公司原名上海雅运纺织助剂有限公司，2018 年名称改为上海雅运新材料

有限公司。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和“九、在其他主体中

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