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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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467,47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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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鼎新材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201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任正勇

李婵婵

办公地址

江苏省如皋市中山东路 1 号

江苏省如皋市中山东路 1 号

电话

0513-87530125

0513-87530125

电子信箱

zyren@jiudinggroup.com

licc@jiudinggroup.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为：玻璃纤维深加工制品、玻璃纤维复合材料以及高性能玻璃纤维、高性能玻璃纤维增
强基材的制造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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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类别

主要产品

应用领域

砂轮网片

树脂砂轮

玻璃纤维深
加工制品

玻璃纤维复
合材料

各类玻纤机织、
经编、缝编织物

建筑、道路、交通、装修、
装饰以及航天、安全等领域

通用制品

汽车配件、轨道交通等领域

格栅
拉挤型材
环保装备

化工行业、石油产业等领域
化工、制造、环保等领域
废气处理、环保工程等领域

贮罐
风电机舱罩、叶
片
高模量玻璃纤维
及制品

化工防腐等领域

连续毡
高性能玻璃
纤维及增强
基材

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砂轮是先进制造不可或缺的基础
工具，市场需求稳定。国内砂轮网
片的增长，特别是中高端砂轮网片
的增长将维持在较高水平，国外市
场的增长也将保持一定的增速，具
有良好的市场前景。目前公司已启
动“砂轮网片绿色技改项目”，项
目完成后生产规模将有效放大，进
一步提高市场占有率。
全球范围内建筑、基础设施新一轮
的发展，将会为纺织型玻纤深加工
制品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

行业地位
产 品 质量 及 规 模
处 于 世界 领 先 水
平，在国际及国内
市 场 的占 有 率 均
居于前列。

公 司 系中 国 玻 璃
纤 维 制品 深 加 工
基地，航空特种玻
纤 布 定点 生 产 企
业。产品种类、质
量、规模处于国内
领先水平。
随着产品机械化、智能化工艺技术 产品质量、规模处
的突破和推广，产品种类、质量及 于 国 内同 行 业 前
档次将会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
列。

风力发电领域
高弹性模量、高耐腐、高电
绝缘等应用领域
陆上交通、轨道交通轻量化
及中高端热塑性玻璃纤维
复合材料领域

公司池窑法连续毡生产技术已日
填补国内空白
趋成熟，随之推广，公司连续毡产
品在生产规模、生产成本、质量稳 填补国内空白。
定性等方面形成竞争优势。

采用的二元组分和池窑法拉丝生
产 品 各项 性 能 达
产工艺国际领先，随之推广，产品 到国际先进水平。
航空航天、高温气体收尘、
在生产规模、生产成本、质量稳定
液体过滤、金属熔化过滤、
二元高硅氧
性等方将形成竞争优势。
消防、汽车尾气净化、低介
随着汽车国六排放标准的全面执
电等领域。
行及5G新基建的迅猛发展，为产品
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
2、公司主要业务模式分为采购模式、生产模式、营销模式三大块。
（1）采购模式
公司主要通过比价采购的方式选择供应商，建立了对供应商的考核与评价机制，与主要原料供应商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
实现合作共赢。
（2）生产模式
公司的主要生产模式是以销定产，以拉动式为主的柔性生产方式。
（3）营销模式
公司产品采用“外销+内销”模式、“直销+代销”模式，直销为主，少量代理为辅。
3、公司所属行业情况
玻璃纤维是一种优良的功能材料和结构材料，具有质量轻、强度高、耐高低温、耐腐蚀、隔热、阻燃、吸音、电绝缘等
优异性能以及一定程度的功能可设计性，是传统材料的理想替代材料，已在建筑建材、基础设施、交通运输、电子电器、石
油化工、航空航天、国防军工、体育器材以及耐用消费品等国民经济各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成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不可或
缺的基础材料。自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玻纤行业在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下，获得飞速发展，目前已形成上游玻纤产
业及下游玻纤增强复合材料产业完整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产量均达到了世界第一。
2019 年，面对国内外经济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中国玻纤及复材制品行业发展情况：
玻纤产业方面，据协会初步统计，2019年全行业玻璃纤维纱总产量达到527万吨，同比增长 12.61%，其中，池窑纱产量
为492万吨，同比增长12.33%。受多方因素影响，我国玻纤产业在2018年出现产能快速扩张，随着新增产能的快速释放，自
2018年下半年以来，池窑纱产量增速快速上涨，到2019年年中，产量同比增速一度接近20%。在此情况下，池窑纱市场供需
明显失衡，产品价格大幅下滑。为降低库存，缓解市场供需关系，同时也为优化产品结构、提升生产线效能和节能减排，下
半年泰山玻纤、重庆国际、山东玻纤、昆山台嘉、清远忠信等先后关停或冷修一批中低端池窑生产线，2019年全年累计关停
池窑产能近40万吨，从而有效地缓解了企业的库存压力和市场供需失衡问题，实现了池窑纱价格的止跌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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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纤复材制品产业方面，经协会初步统计，2019 年全行业复合材料制品总产量 445 万吨，同比增长 3.5%。在经历了 2018
年度行业因环保督查及规范管理带来的转型阵痛之后，随着大批“散乱污”生产作坊的退出，行业竞争秩序明显好转，在产业
政策引导和地方政府协助下，规上企业更加注重技术研发和产品质量提升。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9 年复材制品行业规
模以上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34.2%，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50.2%。但与玻璃纤维及其它大多数行业相比，复合材料制品
行业的转型发展之路任重道远，如：行业现有整体技术装备水平亟待提升，生产“三废”处理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行业缺
乏一批有规模、有实力、有全球影响力的标杆领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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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984,321,532.50

1,071,042,430.16

-8.10%

994,216,079.28

28,021,927.27

18,603,800.49

50.62%

-3,185,031.91

3,911,193.60

6,657,784.16

-41.25%

-18,166,347.31

219,138,256.36

223,794,257.90

-2.08%

134,074,892.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6

33.33%

-0.0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6

33.33%

-0.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6%

2.09%

0.87%

-0.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资产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2,299,804,367.12

2,319,814,106.79

-0.86%

2,740,929,575.85

946,052,163.17

898,722,224.15

5.27%

880,118,423.6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227,492,900.35

200,369,171.94

250,842,799.11

305,616,661.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47,306.62

2,047,115.64

518,036.61

22,909,468.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75,676.40

-2,208,399.60

-1,493,712.86

5,537,629.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180,742.91

42,769,498.29

62,543,107.88

96,644,9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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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61,016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47,751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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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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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翼威新材料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55%

65,000,000

江苏九鼎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75%

35,754,391

西安正威新材料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23%

34,000,000

顾清波

境内自然人

8.29%

27,576,555

绍兴睿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睿
源进取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3%

2,414,675

辛立柱

境内自然人

0.49%

1,617,460

绍兴睿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睿
源稳健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9%

1,300,000

潘慧铭

境内自然人

0.36%

1,192,700

胡林

境内自然人

0.33%

1,108,346

绍兴睿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睿
源进取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3%

1,090,14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江苏九鼎集团有限公司、顾清波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深圳翼威新材料有
限公司、西安正威新材料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

质押

14,300,000

质押

13,767,074

831,259

公司股东江苏九鼎集团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1,386,613 股外，还通过国泰
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4,367,778 股，实际合计持有
35,754,391 股；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公司股东绍兴睿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睿源进取一号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平
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414,675 股，实际合计持有
2,414,675 股；
公司股东绍兴睿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睿源稳健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普通证券账
户持有 0 股，通过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300,000 股，
实际合计持有 1,300,000 股；
公司股东绍兴睿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睿源进取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普通证券
账户持有 0 股，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90,142
股，实际合计持有 1,09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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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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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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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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世界经济总体呈缓速增长的态势，贸易摩擦加剧，大国博弈明显升温，全球国际分工面临重构格局。面对单边贸易保
护主义等经济环境的影响，公司紧紧围绕战略发展目标和年度工作计划，通过产品结构调整、市场开拓、技术创新、管理升
级，努力避免发展过程中的不利因素，并坚持以卓越绩效管理模式为抓手，全面运行阿米巴小型经营体机制，充分调动全体
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使公司的运营效能得到提升。
2019年，公司（合并）实现营业总收入98,432.15万元，较上年下降8.10%，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分别为3,255.21万元、3,657.99万元、2,802.19万元，分别较上年上升124.00%、78.63%、50.62%。其中：玻璃纤维及制
品实现销售收入73,475.62万元，同比下降0.28%；玻璃钢制品实现销售收入20,016.40万元，同比下降14.73%。
报告期内山东九鼎因玻纤纱产品市场价格下调，全年实现销售收入25,015.95万元、较上年下降6.38%，实现净利润-3,888.99
万元，较上年下降114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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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玻璃纤维及制品

734,756,232.99

551,065,864.13

25.00%

-1.49%

-3.58%

1.62%

玻璃钢制品

200,164,030.46

144,830,987.92

27.64%

-11.32%

-10.92%

-0.33%

49,401,269.05

34,759,500.79

29.64%

-50.33%

-48.45%

-2.56%

其他业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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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25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会计政策的议
案》。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2017年，财政部先后修订发布新金融工具准则和新收入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保险公司除外）、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并“鼓励企业提前执行”或“允许企业提前执行”。2018年8月22日，
深交所发布《关于新金融工具、收入准则的执行时间的通知》，对提前适用新金融工具准则和新收入准则进行了规定。《企
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规定，企业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
的规定执行会计政策。公司依据上述规定及要求，对会计政策作出变更。
（2）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①金融工具会计政策
a.金融资产分类由“四分类”改为“三分类”。将现行按照持有金融资产的意图和目的金融资产四分类（即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改为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
“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
b.金融资产减值会计由“已发生损失法”改为“预期损失法”。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现行“已发生损失法”（即只有在客
观证据表明金融资产已经发生损失时，才对相关金融资产计提减值准备）改为“预期损失法”，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
失情况。
c.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现行会计政策下，公司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处
理，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处置时，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转出计入当期损益。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后，
可以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
不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d.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②收入会计政策
a.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新收入准则采用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来规范所有与客户之
间的合同产生的收入，并明确“在某一时段内”还是“在某一时点”确认收入。
b.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现行收入准则要求区分销售商品收入和提供劳务收入，
并且强调在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买方时确认销售商品收入，新准则打破商品和劳务的界限，在履行合
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控制权时确认收入。
c.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进行了明确。
d.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进行了明确。
2、2019年8月29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会计政策的议
案》。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2019年4月30日，财政部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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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
称“财会〔2019〕6号”），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财会〔2019〕6号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
企业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按照财会〔2019〕6号的规定编制执行。根据财会〔2019〕
6号的有关要求，公司属于已执行新金融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应当结合财会〔2019〕6号的规定对
财务报表格式及部分科目列报进行相应调整。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规定，
企业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执行会计政策。公司依据上述规定及要求，对现行会计政策作
出变更。
（2）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a.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项目，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
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新增“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反映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等。
b.利润表：在利润表中将“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列示）”。
c.现金流量表：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
均在“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d.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的填列口径，“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
投入资本”项目，反映企业发行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的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额。该项目根据金融工具
类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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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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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9年12月12日，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将公司全资孙公司科左九鼎的股权以730万元转让给科尔沁
左翼后旗华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双方于2019年12月13日办理了资产交割手续。
2、2019年1月，公司新设了控股子公司江苏铂睿保温材料有限公司。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