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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40                           证券简称：闰土股份                           公告编号：2020-010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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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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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0,5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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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闰土股份 股票代码 002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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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波平 王燕杰 

办公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市民大道 1009 号财

富广场 1 号楼闰土大厦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市民大道1009号财富

广场 1 号楼闰土大厦 

电话 0575-8251 9278 0575-8251 9278 

电子信箱 latigid@126.com runtu7211@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纺织染料、印染助剂和化工原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染料年总产能近

21万吨，其中分散染料产能11万吨，活性染料产能8万吨，其他染料产能近2万吨，染料产品销售市场占有

率稳居国内染料市场份额前二位。公司活性染料整体搬迁首期8万吨项目于2019年5月份开始启动试生产，

其装置生产工艺稳定，运行效果良好，产能利用率稳步提升，截至2019年底，生产负荷已能达到设计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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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的80%。 

随着国内安全环保形势日趋严厉，染料行业面临上游原料供应的波动和染料生产装备升级、环保技改

投入加大的压力，影响了部分企业的产能发挥，部分染料小产能退出市场，染料供给收缩。另一方面，下

游的印染行业面临着淘汰落后产能、技术升级的压力，短期可能会影响染料需求以及面临货款回收难度增

加的风险，但长期来看将有利于淘汰更多落后产能，提高优势产能集中度，有利于上下游行业寡头企业的

发展。 

公司近十多年来一直深耕“后向一体化”战略，向上延伸产业链，产业链配套布局成果显著；同时公司

持续加大环保技改投入和研发投入，改进生产工艺，推进新产品研发，倡导循环经济和绿色安全生产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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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13,168,920.40 6,464,083,529.68 0.76% 6,056,983,531.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69,965,968.02 1,313,034,857.31 4.34% 934,850,930.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75,108,188.82 1,231,971,899.71 -12.73% 920,493,460.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39,697,241.26 1,226,450,769.95 50.00% 606,709,469.3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9 1.14 4.39% 0.8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19 1.14 4.39% 0.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46% 17.61% -1.15% 14.07%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10,910,713,769.79 10,070,730,135.98 8.34% 8,979,024,365.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775,344,168.56 7,966,086,891.47 10.16% 7,004,483,93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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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1,783,493.87 1,466,388,246.06 1,839,816,933.45 1,405,180,247.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0,420,252.16 567,034,503.53 250,055,065.37 292,456,146.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4,582,310.37 361,982,292.96 248,738,284.75 199,805,300.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5,384,005.53 854,766,464.71 347,961,462.02 271,585,3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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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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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5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47,877 报告期末表决权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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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总数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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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爱娟 境内自然人 16.73% 192,454,893 0   

阮静波 境内自然人 15.76% 181,331,054 135,998,290   

阮靖淅 境内自然人 5.58% 64,151,863 0   

阮加春 境内自然人 5.12% 58,957,763 54,418,322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3.37% 38,776,050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28% 26,270,747 0   

何新海 境内自然人 2.10% 24,103,969 0   

徐万福 境内自然人 1.11% 12,742,412 9,556,808   

嘉实基金－农

业银行－嘉实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1.05% 12,098,850 0   

阮华林 境内自然人 1.05% 12,07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阮静波、张爱娟和阮靖淅为控股股东，阮加春是阮静波叔叔，张爱娟为阮静波母亲，阮靖淅

为阮静波妹妹。其他股东之间未知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报告期末，在公司获悉的股东名册中，未发现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情况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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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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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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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染料业务仍是公司的主营业务。公司染料年总产能近21万

吨，其中分散染料产能11万吨，活性染料产能8万吨，其他染料产能近2万吨，产品销售市场占有率稳居国

内染料市场份额前二位。公司活性染料整体搬迁首期8万吨项目于2019年5月份开始启动试生产，其装置生

产工艺稳定，运行效果良好，产能利用率稳步提升，截至2019年底，生产负荷已能达到设计产能的的80%。 

报告期内，国内外经济环境复杂严峻，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2019年，公司染料产品价格大幅波动，

受江苏响水“3·21”重大安全事故影响，国内安全环保形势严峻，部分染料及中间体生产企业停产限产或退

出市场，相关中间体供给紧张，其价格快速上涨，染料价格也同步上涨；但随着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

染料产业链下游信心不足，需求放缓，纺织行业供应链紊乱，染料产品价格又持续回落。 

2019年，公司合计生产染料16.29万吨，同比下降4.25%，销售染料16.80万吨，同比增长3.90%，虽然

公司染料销量较去年同比略有增长，但染料销售均价同比下跌，毛利率比上年同期减少3.06%。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513,168,920.40元，同比增长0.76%；实现营业利润1,568,559,806.26元，同比增长5.34%；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69,965,968.02元，同比增长4.34%。因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下游

纺织服装和印染企业信心不足，行业需求疲软，染料产品价格大幅波动，导致2019年未能实现年初制定的

“营业总收入不低于70亿元，营业利润不低于20亿元”的经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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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染料 5,264,958,931.60 2,019,208,128.87 38.35% 2.70% -4.88% -3.06% 

助剂 252,248,050.92 73,683,075.48 29.21% -20.43% -20.98% -0.20% 

其他化工原料 903,255,955.62 195,040,465.53 21.59% -10.48% -31.70% -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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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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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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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

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 

财政部分别于2019年4月30日和2019年9月19日 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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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

1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合并 母公司 

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

收账款”列示；“应付票据及应付

账款”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

付账款”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

整。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和

“应收账款 ”， “应收票据 ”上年年末余额

1,856,024,410.72元， “应收账款”上年年末余额

1,116,908,407.92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据”和

“应付账款 ”， “应付票据 ”上年年末余额

248,017,900.00元， “应付账款”上年年末余额

875,286,098.88元。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

收 账 款 ” ， “ 应 收 票 据 ” 上 年 年 末 余 额

767,782,864.05元，  “应收账款”上年年末余额

580,789,102.53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

付账款”，“应付票据”上年年末余额50,000,000.00

元， “应付账款”上年年末余额308,365,542.12元。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

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

——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修订后的准则规定，对于首次执行日尚未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之前的确认和计量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

一致的，应当追溯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本公司将

因追溯调整产生的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 

以按照财会〔2019〕6号和财会〔2019〕16号的规定调整后的上年年末余额为基础，执行上述新金融

工具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合并 母公司 

（1）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重分类为“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12,800,000.00

元； 

其 他 非 流 动 金 融 资 产 ： 增 加

12,800,000.00元。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800,000.00

元；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增加800,000.00

元。 

（2）将部分“应收款项”重分类至“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债务工

具）” 

应收票据：减少1,856,024,410.72元； 

应收款项融资：增加1,856,024,410.72

元。 

应收票据：减少767,782,864.05元； 

应收款项融资：增加767,782,864.05

元。 

 

以按照财会〔2019〕6号和财会〔2019〕16号的规定调整后的上年年末余额为基础，各项金融资产和

金融负债按照修订前后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结果对比如下： 

合并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642,977,717.70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642,977,717.70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1,856,024,410.72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1,856,024,41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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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1,116,908,407.92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1,116,908,407.92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42,172,321.31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42,172,321.31 

持有至到期投资 

(含其他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151,000,00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 
151,000,00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含其他流动资产) 

以成本计量(权

益工具) 
12,800,00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12,8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母公司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262,023,836.97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262,023,836.97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767,782,864.05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767,782,864.05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580,789,102.53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580,789,102.53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350,721,386.96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350,721,386.96 

持有至到期投资 

(含其他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119,900,00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 
119,900,00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含其他流动资产) 

以成本计量(权

益工具) 
800,00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8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3、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修订） 

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修订）（财会〔2019〕

8号），修订后的准则自2019年6月10日起施行，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

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4、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2019修订） 

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2019修订）（财会〔2019〕9

号），修订后的准则自2019年6月17日起施行，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

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本

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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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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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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阮静波 

  2020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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