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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21                               证券简称：怡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0-021 

江苏怡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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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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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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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80,571,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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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达股份 股票代码 30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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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国庆 孙洁 

办公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西石桥球庄 1 号 江苏省江阴市西石桥球庄 1 号 

传真 0510-86609388 0510-86609388 

电话 0510-86600202 0510-86600202 

电子信箱 caiguoqing3376328@163.com nanalogox@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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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现主营业务为醇醚及醇醚酯类有机化工产品的技术研发、生产及销售，公司正加快实施产业链上游环氧丙烷项目

的建设，项目建成后除保证公司自用环氧丙烷供给外，还可开拓环氧丙烷及其配套双氧水产品的销售新业务，为环氧丙烷下

游企业和我公司醇醚系列产品提供高质量的产品，进入大宗化学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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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4,417,066.84 1,127,231,637.50 -15.33% 1,212,719,997.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53,499.46 35,731,897.10 -81.66% 64,584,782.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94,706.07 24,105,458.33 -92.55% 58,849,245.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751,579.58 124,190,993.07 -78.46% 2,077,876.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18 0.4435 -81.56% 1.04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18 0.4435 -81.56% 1.04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7% 4.15% -3.38% 11.83%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1,735,732,884.62 1,386,517,701.22 25.19% 1,270,071,915.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44,308,293.49 870,725,793.22 -3.03% 852,746,81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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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564,162.50 243,245,102.84 242,762,607.39 249,845,194.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37,792.49 1,341,878.86 5,936,472.61 -3,062,644.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55,398.55 -638,089.16 4,863,361.81 -4,385,965.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343,227.04 20,239,791.25 9,207,805.21 46,647,2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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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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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0,875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0,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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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准 境内自然人 21.24% 17,119,608 17,119,608 质押 1,520,000 

沈桂秀 境内自然人 13.22% 10,650,516 10,650,516   

刘昭玄 境内自然人 6.47% 5,215,000 5,215,000   

无锡神怡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0% 1,450,952 75,044   

袁凌 境内自然人 1.39% 1,118,000 0   

刘芳 境内自然人 1.27% 1,026,000 1,026,000   

刘冰 境内自然人 1.24% 996,000 996,000   

刘坚 境内自然人 1.24% 996,000 996,000   

光大创业投资江阴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2% 903,612 0   

光大国联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1% 892,06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沈桂秀、刘准为母子关系；无锡神怡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赵静

珍与刘准为夫妻关系；刘准、沈桂秀、刘昭玄、刘冰、刘芳以及刘坚于 2016

年 11 月 30 日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协议约定各方一致同意就公司相关事项

与刘准保持一致行动；光大创业投资江阴有限公司、光大国联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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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怡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庆大阅兵尽显大国风范，中国航天的“超级2019”，长五、北斗系列发射全面成功，北斗

由区域迈向全球，为此全国人民深感自豪。2019年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贸易战风起云涌；与此同时，国内安全、环

保形势更为严峻，从国家到各地方均加大了安全环保的检查整治力度，对新项目审批准入也愈加严格，由此对公司年度经营

业绩产生了较大影响。虽然2019年公司业绩与去年同期相比下滑较大，但公司上下在生产经营、推进项目建设过程中作出的

努力和心血比往年更多，仍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潜心付出，静等花开。  

1、生产、销售情况 

2019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5,441.71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5.3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55.35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81.66%。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尤其受化工行业安全环保整治，产业转型升级

等政策的影响，下游行业需求放缓，市场竞争加剧，公司产品销量出现下滑；同时公司生产用主要原材料价格与去年同期相

比波动较大，公司产品销售价格也跟随波动，使得销售收入和销售毛利有所下降。全资子公司吉林怡达由于主要原材料环氧

乙烷供应紧张和募投项目处于试生产阶段，导致产能未能完全释放，固定成本较高。母公司江苏怡达按计划实施煤改天然气

清洁能源替换工程，影响了产品的产量和销售。由于上述多方因素叠加，造成公司2019年度业绩与去年同期相比下滑较大。  

2、安全、环保工作 

2019年国内环保形势依然严峻，全国上下各级部门加强了对化工生产企业的督查。全年共计接待国家、省、市级安全环

保督查30多次，我公司积极响应相关环保政策，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加大安全、环保设施投入，做好安全检查，加强专业培

训，保证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1）全面落实安全责任制。从总经理到管代，从管代到员工，层层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2）加大安全、环保投入 

2019年度投入环保费用270.84万元，环保设施及设备投入279.05万元，合计投549.89万元。2019年度完成了部分作业区

的操作室搬迁，进行了DCS、SIS升级改造，母公司江苏怡达实施煤改天然气清洁能源替换工程，安全生产信息化管理系统

建设等。持续对安全、环保、节能的大力投入，保障公司更健康的可持续发展。2019年度公司安全环保无事故。 

（3）做好安全检查 

公司制定《安全生产检查制度》，每季度组织一次综合安全检查，安环部门每月组织专项安全检查；专职安全员日常进

行检查、抽查、巡查；作业区负责人每月2次检查；每季度还开展化工企业互查班组按规定时时监控。报告期内，公司开展

了电气专项安全、节前安全、抗溶性蛋白泡沫消防系统、特种设备安全检查、夏季“六防”等专项检查，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全

部整改到位。 

（4）加强专业培训 

报告期内，公司对新入职员工进行三级培训；全年度有序对全体员工进行仪器仪表控制、工艺工程、质量知识、环保知

识、法律法规、事故案例、应急预案演练等培训；组织各部门负责人、内审员进行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相关

知识培训、测量管理体系相关知识培训、能源管理体系相关知识培训；公司对烷基化工艺作业、压力容器操作、特种设备管

理、电工等特殊工种开展外部培训，使员工都合格上岗；邀请外部机构老师对全体员工进行职业健康安全培训等，确保应知

应会，安全生产。 

3、加强内控治理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强化治理，积极健全并完善内控制度建设。《重大危险源管理制度》、《自动化仪表控制系统管理

制度》等共63份，根据煤改天然气清洁能源工程改造及相关要求新增作业文件《安全风险研判与承诺公告制度》、《天然气

锅炉安全操作规程》等共16份，作废《水煤浆锅炉安全操作规程》、《旋转粘度计操作规程》、《水煤浆的验收标准》等12

份。公司安环部门按季度收集法律法规，并组织相关部门开展了合规性评价。通过上述制度、通知的制修订，加强了公司内

控管理，是为了顺应企业的发展，规避风险。通过制度来明确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员工的工作目标，将责任明确到具体岗位

和责任人，实现各级机构在执行风险及内控工作上的规范和统一，促进公司的精细化管理水平。  

公司自上市以来，按照上市公司监管要求，不断调整和优化公司经营管理体制。积极推进各项规章制度，强化内部控制。

完善公司治理，狠抓经营规范管理，全面推进组织架构及管理流程优化工作，努力提升企业管理。规范“三会”运行，健全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投资者关系等工作。并通过互动易平台、投资者关系电话等线下线上多渠道常态互动，畅通投资者与

上市公司交流的渠道，增强公司运作透明度，充分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维护上市公司良好市场形象。 

4、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公司继续秉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深化发展“三江战略”，以 “上攀下钻”的产品战略，向产

业链上下游拓展，产业链上游主要发展环氧丙烷项目，下游以环境友好型新材料为主，逐步形成醇醚行业综合性产业集团。

报告期内，公司按计划加紧推进各项目建设，具体进展情况详见本报告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11、

在建工程。 

5、人才队伍培养 

公司在项目建设、安全生产、产品营销过程中，重视选拔和培养人才，各个部门涌现出一批能吃苦、技术强、敢担当、

发扬自我牺牲精神的青年精英，他们常常舍小家顾大家，长期奔赴在泰兴、吉林、珠海建设及生产、销售一线，为公司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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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发展奉献自己的青春，为公司的“三江战略”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自身也得到了锻炼成长。公司大胆启用上述人才，并委

以重任，在职务提拔和股权激励方面也做了相应举措，为其搭建大舞台。 

公司坚持党建引领，将优秀人才吸纳进党组织，2019年公司发展了2名党员，现共有党员85名，2019年公司重点开展了“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采用“线上+线下”学习模式，提高了党员干部思想素养，为公司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 

公司人资部通过培训、绩效考核等方式进一步优化提升团队整体素质，并联合群团组织深入开展企业文化建设，2019年公司

出版了4期万怡园报刊，全面更新了宣传栏，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和安全生产文化，弘扬怡达文化。还开展了第十九期“我在怡

达”征文活动及文体比赛等，丰富了员工的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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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醇醚系列产品 513,509,564.82 97,089,415.70 18.91% -16.56% -9.30% 1.52% 

醇醚酯系列产品 418,803,149.96 16,278,580.34 3.89% -13.12% -53.43%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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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5,441.71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5.33%；发生营业成本83,423.75，比上年同期下降14.90%；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55.35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81.66%。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

尤其受化工行业安全环保整治，产业转型升级等政策的影响，下游行业需求放缓，市场竞争加剧，公司产品销量出现下滑；

同时公司生产用主要原材料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波动较大，公司产品销售价格也跟随波动，使得销售收入和销售毛利有所下

降。全资子公司吉林怡达由于主要原材料环氧乙烷供应紧张和募投项目处于试生产阶段，导致产能未能完全释放，固定成本

较高。母公司江苏怡达按计划实施煤改天然气清洁能源替换工程，影响了产品的产量和销售。由于上述多方因素叠加，造成

公司2019年度业绩与去年同期相比下滑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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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财会〔2019〕6号《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和财会[2019]16号《关于修订印发合并

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对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本公司根据通知要求进行了调整。 

 

（2）执行修订后债务重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 

根据财会〔2019〕8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和财会〔2019〕9 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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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的通知》，财政部修订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及债务重组核算要求，相关修

订适用于2019年1月1日之后的交易。 

 

（3）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订）》（财会〔2017〕

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

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

订）》（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根

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对于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2019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

他相关项目金额，未对2018 年度的比较财务报表进行调整。 

 

2、首次施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影响： 

合并报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年1月1日 

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 - 37,000,000.00 346,092.01 37,346,092.01 

应收票据 31,584,751.59 -16,482,306.85 - 15,102,444.74 

应收款项融资 - 16,482,306.85 - 16,482,306.85 

其他流动资产 57,834,970.71 -37,000,000.00 - 20,834,970.71 

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1,015,123.57 - 51,913.80 1,067,037.37 

所有者权益：     

盈余公积 23,074,361.56 - 29,417.82 23,103,779.38 

未分配利润 209,919,983.41 - 264,760.39 210,184,743.80 

 
母公司报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年1月1日 

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 - 37,000,000.00 346,092.01 37,346,092.01 

应收票据 13,775,726.44 -13,775,726.44 - - 

应收款项融资 - 13,775,726.44 - 13,775,726.44 

其他流动资产 39,066,599.83 -37,000,000.00 - 2,066,599.83 

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 - 51,913.80 51,913.80 

所有者权益：     

盈余公积 23,074,361.56 - 29,417.82 23,103,779.38 

未分配利润 180,185,254.04 - 264,760.39 180,450,0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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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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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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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江苏怡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之签字盖章页】 

  

 

 

 

江苏怡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准      

 

 年     月    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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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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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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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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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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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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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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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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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