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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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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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3,999,905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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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440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波平

范永武

办公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市民大道 1009 号财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市民大道 1009 号财富
富广场 1 号楼闰土大厦
广场 1 号楼闰土大厦

传真

0575-8204 5165

0575-8204 5165

电话

0575-8251 9278

0575-8251 9278

电子信箱

latigid@126.com

rtgfzqb@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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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万吨，其
中分散染料产能11万吨，活性染料产能10万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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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纺织染料主要产品包括分散染料和活性染料。其中分散染料主要用于涤纶及其混纺织物的染色和
印花；活性染料主要用于棉纤维及其纺织品的染色和印花。
染料制造业的上游为染料中间体制造业，染料中间体价格较容易受行业内突发事件影响致使市场供需
失衡，导致价格剧烈波动。公司通过实施“后向一体化”策略，向上延伸产业链，产业链配套布局成果显著。
目前公司已布局H酸、对位酯、还原物等关键中间体产能，有力的保障了原材料供给；同时公司也将继续
加大对关键中间体的规划、研究、开发工作，确保公司产业链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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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料制造业的下游为纺织印染行业。染料制造业生产能力相对集中，而印染行业生产能力较分散。根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1-12月，规模以上印染企业印染布产量605.81亿米，同比增长11.76%，两年平
均增长6.15%，两年平均增速连续4个月走高。
公司目前采用自主研发、生产、销售的经营模式。公司实行对非标准产品以销定产和常规产品备货相
结合的生产管理模式。在采购方面，公司与各主要供应商保持着长期稳定的商业关系，原材料供应渠道畅
通；公司采购部门会根据生产计划安排，结合原材料市场供求状况进行采购，在原材料市场价格水平处于
相对低位时，会适当超过生产需求量订货。销售方面，公司直接面向市场独立销售，通过公司业务代表和
经销商获取订单，公司对所有业务均建立了完整的内贸和外贸体系。
2021年，公司合计生产染料14.52万吨，同比减少7.01%，销售染料14.76万吨，同比减少9.46%，染料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减少4.22%；2021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5.72亿元，同比增长6.58%；实现营业利润10.45
亿元，同比增长13.5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36亿元，同比增长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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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末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11,431,496,208.11

11,354,172,670.91

0.68%

10,910,713,769.79

9,436,497,218.85

9,152,853,542.48

3.10%

8,775,344,168.56

2021 年
营业收入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5,572,265,054.85

5,228,130,173.91

6.58%

6,513,168,920.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35,615,920.37

788,176,752.31

6.02%

1,369,965,968.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07,377,790.11

556,262,543.48

9.19%

1,075,108,188.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4,192,754.82

1,547,847,445.81

-61.61%

1,839,697,241.2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4

0.69

7.25%

1.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4

0.69

7.25%

1.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05%

8.81%

0.24%

1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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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6,761,800.01

1,338,612,301.40

1,495,737,939.70

1,321,153,013.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6,455,249.39

224,247,803.97

267,998,253.29

166,914,613.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1,611,719.49

175,464,628.49

159,296,198.83

141,005,243.30

57,752,462.09

511,853,660.64

207,949,095.56

-183,362,463.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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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
39,802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41,678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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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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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
境外法人
有限公司

4.85% 55,768,227

0

阮加春

境内自然人

4.47% 51,457,827

42,343,322

朱霄萍

境内自然人

2.05% 23,567,382

0

徐万福

境内自然人

1.11% 12,742,412

9,556,808

阮华林

境内自然人

1.05% 12,130,000

0

嘉实基金－农
业银行－嘉实
其他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1.05% 12,098,850

0

乔正华

1.05% 12,074,243

0

境内自然人

数量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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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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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朱霄萍持有公司人民币普通股 23,567,382 股，其中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9,125,082 股；
说明（如有）
股东乔正华持有公司人民币普通股 12,074,243 股，其中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8,067,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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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公司在报告期内生产经营情况和重大事项，参见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法定代表人：阮静波
2022 年 0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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