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主要荣誉情况

序号 荣誉名称 被授予主体 授予/评定单位 授予时间

1 全国轻工行业先进集体 湖南丽臣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国家人事部、中华全国手

工业合作总社

2007年

2 质量巅峰奖 湖南丽臣 宝洁集团 2008年

3 湖南省百强企业 湖南丽臣

湖南省工业经济联合会、企业联合会、企业家

协会

2010年

4 湖南省创新型企业 湖南丽臣 湖南省科技厅、省国资委、省总工会 2011年

5 湖南制造业50强 湖南丽臣 省工业经济联合会、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 2012年

6 中国驰名商标 “AW” 商标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2012年

7

中国洗涤用品行业最具影响力

原料供应商

湖南丽臣 中国洗涤用品工业协会 2013年

8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湖南丽臣 湖南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14年

9 湖南省新材料企业 湖南丽臣 湖南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省统计局 2017年

10 湖南省著名商标 “AW” 、“马头” 、“光辉”商标 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7年

11 湖南省名牌产品

奥威牌十二烷基醚硫酸钠，丽

臣、光辉、马头、贝花牌洗衣粉、

洗洁精、肥皂

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7年

12 上海名牌产品

奥威牌十二烷基硫酸钠、十二

烷基醚硫酸钠

上海市名牌推荐委员会 2017年

13 湖南省企业技术中心 湖南丽臣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8年

14

2018中国化妆品供应链百强企

业

湖南丽臣 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中国美妆网 2018年

15 上海市金山区科技小巨人企业 上海奥威 上海市金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18年

16 中国日化百强 湖南丽臣 中国日化百强评选委员会 2019年

17

湖南省新冠肺炎防控重点保障

企业

湖南丽臣 湖南省工信厅 2020年

18

湖南省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

生产企业

丽臣奥威 湖南省发改委 2020年

19 湖南省疫情防控突出贡献企业 湖南丽臣 湖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2020年

20 2020湖南制造业企业100强 湖南丽臣 湖南省企业和工业经济联合会 2020年

21 国家绿色工厂 上海奥威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信部 2020年

22 中国轻工业二百强企业 湖南丽臣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2021年

2020年初，国内新冠肺炎疫情较为严重，作为湖南省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公司在加大力

度自主生产84消毒液等消杀用品的同时，积极复工复产，保证洗手液等消杀用品上游核心原料表面活性

剂的稳定供应，2020年1月29日至3月31日， 公司共向湖北运送1,000余吨表面活性剂产品用以生产抑菌

洗手液、抑菌洗衣液。在本次疫情防控中，公司被湖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评为湖南省疫情

防控突出贡献企业。

六、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

1、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同业竞争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共同实际控制人贾齐正、孙建雄、侯炳阳、刘国彪、叶继勇、郑钢除控制本公司外，不存

在通过股权投资或其他方式实际控制的企业。

综上所述，公司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共同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同业竞争的情形。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避免同业竞争出具的承诺

为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同业竞争情况，公司控股股东、共同实际控制人贾齐正、孙建雄、侯炳阳、刘国

彪、叶继勇及郑钢已出具《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承诺如下：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发行人及其控制的公

司除外，下同）均未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与发行人表面活性剂和洗涤用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业务构成竞

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生产或类似业务。

（2）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将不会直接或间接以任

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独资、合资、合作和联营）参与或进行任何与发行人表面活性剂和洗涤用品的研

发、生产及销售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生产或类似业务。

（3）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本人及将来成立之本人控制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将不会直接

或间接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独资、合资、合作和联营）参与或进行与发行人表面活性剂和洗涤用品

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生产或类似业务。

（4）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从任何第三者获得的任

何商业机会与发行人表面活性剂和洗涤用品的研发、 生产及销售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实质性竞争的，本

人将立即通知发行人，并尽力将该等商业机会让与发行人。

（5）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承诺将不向其业务与发行人表面活性剂和洗涤用

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公司、企业、组织或个人提供技术信息、工艺

流程、销售渠道等商业秘密。

（6）如上述承诺被证明为不真实或未被遵守，本人将向发行人赔偿一切直接和间接损失。

（二）关联方及关联方关系

根据《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对照公司实际情况，本公司存在的关联方及关联关系如下：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控股股东、共同实际控制人为贾齐正、孙建雄、侯炳阳、刘国彪、叶继勇、郑钢。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出具日，本公司控股股东、共同实际控制人贾齐正、孙建雄、侯炳阳、刘国彪、

叶继勇、郑钢除持有本公司股份外，不存在通过股权投资或其他方式实际控制的企业。

3、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为本公司的关联方，关系密切家庭成员

包括配偶、年满18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子女配

偶的父母。

4、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直接、间接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管的企业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出具日，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直接或者

间接控制或者担任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企业如下：

序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1 长沙奥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总经理刘茂林弟弟刘茂军持股80%并任监事的企业

2 湖南雄新建设集团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副总经理刘国彪配偶妹妹罗闽任财务总监的企业

3 湖南雄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副总经理刘国彪配偶妹妹罗闽最近12个月内曾任

副总经理的企业

4 湖南大剧院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郑钢配偶罗世江任党委委

员、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企业

5 湖南四达世纪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独立董事尹笃林持股25%并任董事的企业

6 湖南恒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独立董事尹笃林任独立董事的企业

7 湖南恒基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公司独立董事李力持股90%并任执行董事兼任总经理的企业

8 湖南恒基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公司独立董事李力持股59%并任执行董事兼任总经理的企业

9 上海兰迪（长沙）律师事务所 公司独立董事尹湘南出资60%并任主任的企业

5、报告期内曾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

序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1 贵仁俊 公司董事，报告期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23日在任

2 刘霞玲 公司监事，报告期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23日在任

3 长沙百隆百货贸易有限公司 公司历史监事刘霞玲之兄刘建明持股100%并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的企业

4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独立董事尹笃林报告期内曾任独立董事的企业

6、其他关联方

序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1 湖南丽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公司历史股东，比照关联方

丽臣工会的基本情况如下：

1997年11月25日，经长沙市总工会审查确认并报湖南省总工会备案，丽臣工会具备《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通则》规定的法人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和《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

法〉办法》的规定，依法取得基层工会社团法人证书。 目前，丽臣工会持有长沙市总工会于2019年8月12

日核发的《工会法人资格证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8143010067802580X0），有效期自2019年8月12

日至2022年8月12日。

丽臣工会自依法登记之日起取得社会团体法人资格，系独立的社团法人主体，具备相应的民事权利

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拥有独立的财产权，管理、运营的资产包括工会经费、职工资金以及职工健身娱乐

器械等，相关资产权属清晰。

工会经费来源于丽臣工会全体会员缴纳的会费及湖南丽臣每月按照全部职工工资总额一定比例向

丽臣工会拨缴的经费。 丽臣工会专设有工会经费银行账户，并按照中华全国总工会制定的经费使用办法

进行开支，主要用于职工服务和工会活动。

职工资金系依据公司于2007年11月30日召开的第二届三次职工代表大会和2007年临时股东会的决

议设立，来源于丽臣工会转让其原持有湖南丽臣1,100万元股权的转让价款、丽臣工会作为湖南丽臣股东

期间的历年分红。 职工资金的存放实行专户管理，并按照经上述职工代表大会和股东会审议通过的《职

工资金管理办法》专款专用于包括离退休职工在内的公司全体职工的补充性社会保障。 根据《职工资金

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职工代表大会授权丽臣工会委员会负责职工资金的日常监管使用，行使对职工资

金使用的审核和批准。

丽臣工会曾于2016年以职工资金分别向上海奥威及公司五名员工提供2,700万元和1,000万元借

款。相关借款已经丽臣工会委员会审核、批准，按照合理、公允利率收取利息并已全部收回，使得丽臣工会

职工资金实现了保值增值的目的，符合丽臣工会制定的《职工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借贷双方均对

借款及还款予以认可，不存在诉讼或纠纷，不存在法律风险。

除上述现金资产外，为强健员工体魄、丰富员工的业余生活，丽臣工会出资购置了一批健身娱乐器

材。

丽臣工会设立了财务账套，对其所有的现金资产及实物资产进行独立的财务核算和经营管理，并不

定期聘请审计机构对工会经费、职工资金的使用情况及相关资产情况进行审计。

（三）关联交易

1、经常性关联交易

（1）关联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向丽臣工会销售牙膏、肥皂、洗衣粉及液体洗涤剂的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销售金额 5.98 12.01 5.02

丽臣工会向公司采购牙膏及洗涤用品主要用于发放职工福利。公司向丽臣工会销售的售价根据市场

价格确定，定价公允，关联销售的金额、在同类交易及营业收入中的占比均极小。

（2）支付董监高薪酬

报告期内，公司向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支付薪酬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支付董监高薪酬 710.70 486.91 387.71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包括工资、奖金、津贴、五险一金及所享受的其他待遇等。

2、偶发性关联交易

（1）关联担保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作为担保方进行对外担保的情形，发生的担保均为关联方为公司提供的担保，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银行名

称

最高额

担保合同编号

关联

担保人

最高额

担保金额

担保债权

确定期间

担保

到期日

长沙银

行

212420160712304517

贾齐正

毛亚屏

6,000.00

2016.07.06-

2018.07.05

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

满起两年

192220200224301669

贾齐正

毛亚屏

9,000.00

2020.02.22-

2023.02.21

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

满起两年

192220200224301671

贾齐正

毛亚屏

13,000.00

2020.02.22-

2023.02.21

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

满起两年

兴业银

行

362017230301 贾齐正 3,000.00

2017.09.22-

2018.12.31

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

满起两年

362017230303 贾齐正 10,000.00

2017.09.22-

2018.12.31

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

满起两年

362020230154 贾齐正 8,000.00

2020.07.04-

2021.12.31

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

满起两年

362020230155 毛亚屏 8,000.00

2020.07.04-

2021.12.31

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

满起两年

362020230157 贾齐正 7,000.00

2020.07.04-

2021.12.31

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

满起两年

362020230158 毛亚屏 7,000.00

2020.07.04-

2021.12.31

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

满起两年

浦发银

行

ZB6605201700000032 贾齐正 8,000.00

2017.11.07-

2018.11.07

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

满起两年

ZB6605201700000034 贾齐正 5,000.00

2017.11.07-

2018.11.07

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

满起两年

ZB6605201900000002 贾齐正 10,000.00

2019.01.01-

2021.12.24

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

满起两年

邮政银

行

31000221100618120001 袁志武 3,000.00

2018.12.12-

2022.12.11

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

满起两年

建设银

行

HTC430753600ZGDB

201900002

贾齐正

毛亚屏

13,000.00

2019.02.27-

2027.12.31

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

满起三年

31069123021016 贾齐正 8,300.00

2021.03.22-

2025.03.21

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

满起三年

光大银

行

78762106000008-2 贾齐正 9,000.00

2021.02.19-

2022.02.18

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

满起三年

注：毛亚屏系贾齐正配偶。

（2）委托贷款

公司子公司上海奥威与丽臣工会、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长沙分行于2016年1月28日签署了《委托贷款

合同》（编号：66012016280074），贷款期限为2016年1月29日-2018年1月28日，贷款年利率4.35%，利息

支付方式为贷款到期日一次性还本付息。 上海奥威于2016年1月收到上述借款2,700.00万元，2016年4月

归还借款600.00万元， 支付贷款利息5.44万元；2017年2月归还借款400.00万元， 支付贷款利息18.46万

元；2018年1月归还剩余借款1,700.00万元，支付贷款利息150.16万元。

丽臣工会向上海奥威提供委托贷款的资金来源于“职工资金” 。 根据职工代表大会和股东会审议通

过的《职工资金管理办法》，职工资金专用于包括离退休职工在内的公司全体职工的补充性社会保障。为

确保职工资金资产的保值增值，从而更好地维护和保障职工权益，丽臣工会采取了上述委托贷款等投资

理财措施。

上海奥威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资金需求，丽臣工会通过向上海奥威提供委托贷款的方式取得利息收

入，避免了资金闲置造成的损失；委托贷款的利率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并经双方协商确

定，利率水平公平、合理；同时，相关交易事项经丽臣工会工会委员会审议通过，并经公司股东大会、监事

会及独立董事确认。 相关行为符合工会职能，不存在损害职工利益的情况。

（3）关联方资金往来

报告期内，公司与丽臣工会存在资金往来，主要系丧失劳动能力改制人员生活及社保费用的代收代

付。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代收代付丧劳人员费用 9.87 10.25 14.99

各报告期末，公司与丽臣工会不存在上述其他应收应付款项余额。

3、关联交易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向丽臣工会销售产品的定价公允，且交易金额和占比极小。 公司向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支付报酬，形成经常性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经营需要。 偶发性关联交易方面，主要为公司股

东及相关关联方为公司提供担保或者委托贷款，系支持公司业务发展的行为。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未损

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也不存在向公司输送利益的情形，关联交易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无重大影响。

（四）关联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及独立董事发表的意见

公司于2020年5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并于2020年6月13日

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2017-2019年度关联交易予以确认的议案》

及《关于预计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对公司2017年-2019年所发生的主要关联交易的合

理性、公平性及公允性等进行了审议和确认，并对公司2020年发生的关联交易进行了合理预计。

公司独立董事对报告期内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2017-2019年期间发生的关联交易

属于公司的正常经营行为，符合公司的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交易条件公平、合理，定价政策、定价依

据及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合理、公允，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非

关联股东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预计的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属于公司正常的经营行为，符

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交易条件公平、合理，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经双方充分协商确定，交易价格

合理、公允，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

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本公司现有董事9名（含3名独立董事）、监事3名（含1名职工代表监事）、高级管理人员8名。 公司的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序

号

姓名 职务 性别 本届任期

2020年薪酬（万

元）

持有公司股份的数

量（股）

与公司的其他

利益关系

1 贾齐正 董事长 男 2019.06.25-2022.06.24 50.78 1,560.00 无

2 孙建雄 董事、副总经理 男 2019.06.25-2022.06.24 44.31 420.00 无

3 侯炳阳 董事 男 2019.06.25-2022.06.24 33.86 420.00 无

4 刘茂林 董事、总经理 男 2019.06.25-2022.06.24 86.74 200.00 无

5 袁志武 董事、副总经理 男 2019.06.25-2022.06.24 58.32 80.00 无

6 欧莎 董事 女 2019.06.25-2022.06.24 29.85 145.00 无

7 尹笃林 独立董事 男 2019.06.25-2022.06.24 4.00 0.00 无

8 李力 独立董事 男 2019.06.25-2022.06.24 4.00 0.00 无

9 尹湘南 独立董事 女 2019.06.25-2022.06.24 4.00 0.00 无

10 付卓权 监事会主席 男 2019.06.25-2022.06.24 44.97 80.00 无

11 孔福云 职工监事 男 2019.06.25-2022.06.24 21.78 93.00 无

12 杨国府 监事 男 2019.06.25-2022.06.24 33.88 9.90 无

13 刘国彪 副总经理 男 2019.06.25-2022.06.24 58.19 246.00 无

14 叶继勇 副总经理 男 2019.06.25-2022.06.24 44.26 246.00 无

15 郑钢

董事会秘书、财务

总监

男 2019.06.25-2022.06.24 59.55 180.00 无

16 张颖民 副总经理 男 2019.06.25-2022.06.24 58.00 93.00 无

17 黎德光 副总经理 男 2019.06.25-2022.06.24 74.21 85.00 无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简要经历

1、现任董事

（1）贾齐正，男，1955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 1974年12月

进入公司，历任湖南日用化工厂基建办副主任、技改处副处长、合成洗涤剂厂厂长，丽臣有限及湖南丽臣

董事长兼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长，曾任中国洗涤用品工业协会第八届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牙膏工业协

会常务理事、长沙市企业家协会高级会长。

（2）孙建雄，男，1961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精细化工高级工程师。

1982年7月进入公司，历任湖南日用化工厂技术处副处长、合成洗涤剂厂副厂长、科研所所长，丽臣有限及

湖南丽臣总工程师、董事、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3）侯炳阳，男，1953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经济师。 1971年11月进入

公司，历任湖南日用化工厂供应处副处长，丽臣有限及湖南丽臣总经理助理、董事、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

事、高级顾问。

（4）刘茂林，男，1971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经济师。 1993年9月进

入公司，历任丽臣有限采购部副经理、销售部经理，湖南丽臣董事、总经理助理，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中

国洗涤用品工业协会第八届理事会副理事长，长沙市企业家协会高级会长。

（5）袁志武，男，1980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2002年11月进入公司，历

任丽臣奥威车间主任、副经理，上海奥威经理，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6）欧莎，女，1966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化工工程师。 1987年7月进

入公司，历任湖南日用化工厂合成洗涤剂厂技术员、工程师，丽臣有限品质部经理，湖南丽臣董事、总经理

助理，现任公司董事、副总工程师。

（7）尹笃林，男，1957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教授，博士。 曾任湖南海利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湖南海利[600731.SH]）独立董事，现任公司独立董事、湖南恒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恒光股份

[831359.OC]）独立董事、湖南四达世纪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湖南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及有机

化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同时为石化新材料与资源精细利用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主任、中国化工学会

精细化工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化学化工学会副理事长、湖南省石油学会常务理事、湖南省新材料产业

协会副会长及湖南省新材料产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8）李力，男，1973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湖南恒基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现任公司独立董事、湖南恒基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及湖南恒基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9）尹湘南，女，1973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法学博士研究生，国家一级律师。 曾

任湖南省骄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党支部书记，湖南天律韵达律师事务所主任，湖南湘楚律师事务所副主

任、党支部书记，现任公司独立董事，湖南科技大学法律硕士实务导师，上海兰迪（长沙）律师事务所主

任、党支部书记，同时为湖南省律师协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2、现任监事

（1）付卓权，男，1973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工程师。 1993年8月进入

公司，历任湖南日用化工厂合成洗涤剂厂车间主任，上海奥威执行董事兼经理，丽臣奥威副经理，广东奥

威副经理，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2）孔福云，男，1964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经济师。 1986年7月进入

公司，历任湖南日用化工厂家化厂副厂长、厂长，丽臣有限液洗车间副主任、主任，湖南丽臣监事、生产部

经理，现任公司监事、安环部经理。

（3）杨国府，男，1980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6年3月进入公司，历

任丽臣有限技术员，湖南丽臣采购部副经理，现任公司监事、采购部副经理。

3、现任高级管理人员

（1）刘茂林，公司总经理，简历详见本节“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之“（二）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简要经历” 之“1、现任董事” 。

（2）孙建雄，公司副总经理，简历详见本节“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之“（二）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简要经历” 之“1、现任董事” 。

（3）刘国彪，男，1964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1987年7月

进入公司，历任湖南日用化工厂合成洗涤剂厂车间主任，丽臣奥威经理，上海奥威执行董事，湖南丽臣董

事、总经理助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4）叶继勇，男，1963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1980年8月进入公司，历

任湖南日用化工厂合成洗涤剂厂副厂长、厂长，丽臣有限洗衣粉车间主任，湖南丽臣董事、总经理助理，现

任公司副总经理。

（5）郑钢，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5年9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1987年2月进

入公司，历任湖南日用化工厂财务处会计，丽臣有限财务处副处长、财务部经理，湖南丽臣财务总监、董事

会秘书，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

（6）张颖民，男，1971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1995年7月进入公司，历

任湖南日用化工厂质量处处长，丽臣销售业务经理，湖南丽臣储运部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7）袁志武，公司副总经理，简历详见本节“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之“（二）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简要经历” 之“1、现任董事” 。

（8）黎德光，男，1978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1996年6月进入公司，历

任湖南日用化工厂办公室秘书，丽臣奥威广州市场部经理，湖南丽臣销售部副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兼职情况

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兼职情况如下：

姓名 本公司职务 兼职单位 兼职职务

尹笃林 独立董事

湖南四达世纪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

湖南恒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湖南师范大学 教授

李力 独立董事

湖南恒基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湖南恒基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湖南恒基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监事

湖南恒基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监事

尹湘南 独立董事

上海兰迪（长沙）律师事务所 主任

湖南科技大学 导师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在其他单位任职的情况。

八、发行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简介

公司的控股股东、共同实际控制人为贾齐正、孙建雄、侯炳阳、刘国彪、叶继勇、郑钢六人。 贾齐正、孙

建雄、侯炳阳、刘国彪、叶继勇、郑钢合计共持有公司股份3,072.00万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45.51%。 六人

所持公司股权均系各自真实持有，权属清晰，不存在代他人持股或委托他人持股的情形，也不存在任何质

押、诉讼争议或司法冻结等其他影响持股稳定性的情形。

2009年1月7日，上述六人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协议约定：各方在公司股东会会议中行使提案

权及表决权时均采取一致行动；任意一方若作为公司董事会成员，保证在公司董事会会议中行使提案权

及表决权时应首先取得其他一致行动人的一致意见，并与其他担任董事会成员的一致行动人采取一致行

动。采取一致行动的方式为：在行使股东会或董事会提案权、表决权前，各方应先协商一致，取得共同意见

后，再行在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进行一致表决，以便在行动上保持一致；若沟通商讨后一致行动人内部无

法达成一致意见，则应以投票方式进行表决，每人一票，以取得多数赞成票方意见为准，若投票结果一致，

则各方应以持股多的一方意见为准。

此外，贾齐正在公司任董事长，孙建雄任董事、副总经理，侯炳阳任董事、高级顾问，刘国彪及叶继勇

任副总经理，郑钢任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能够对董事会的决策和公司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贾齐正、

孙建雄、侯炳阳、刘国彪、叶继勇及郑钢的简历详见本节“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之“（二）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简要经历” 。

报告期内，公司共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九、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合并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8,608.59 18,916.69 17,138.45

交易性金融资产 - -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 - -

应收票据 - - 1,759.75

应收账款 30,905.76 27,670.60 25,811.18

应收款项融资 952.14 1,567.18 -

预付款项 2,299.57 3,060.58 1,970.71

其他应收款 106.41 4,018.29 29.72

其中：应收利息 - - -

应收股利 - - -

存货 22,451.36 20,496.81 18,267.00

持有待售资产 - - 4,692.1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 - -

其他流动资产 943.43 750.40 1,274.37

流动资产合计 76,267.25 76,480.55 70,943.28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长期应收款 - - -

长期股权投资 - - -

投资性房地产 4,738.68 4,992.89 5,247.56

固定资产 55,206.14 41,813.23 36,414.52

在建工程 1,816.88 9,318.85 4,665.34

生产性生物资产 - - -

油气资产 - - -

无形资产 7,684.24 7,880.25 7,788.27

开发支出 - - -

商誉 - - -

长期待摊费用 115.37 - 10.64

递延所得税资产 1,991.40 2,030.44 1,050.15

其他非流动资产 3,496.04 299.12 531.15

非流动资产合计 75,048.75 66,334.79 55,707.63

资产总计 151,316.00 142,815.34 126,650.91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5,024.67 26,934.93 48,728.75

交易性金融负债 - -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 - -

应付票据 1,780.00 - 5,330.00

应付账款 19,881.85 19,719.27 11,429.94

预收款项 - 2,987.39 2,287.14

合同负债 2,610.02 - -

应付职工薪酬 1,850.34 1,253.95 1,010.13

应交税费 1,228.44 9,259.39 848.06

其他应付款 459.65 4,262.76 1,850.07

其中：应付利息 - - 46.27

应付股利 - 2,699.82 -

持有待售负债 - -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 - -

其他流动负债 285.25 - -

流动负债合计 53,120.22 64,417.68 71,484.09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 - -

应付债券 - - -

长期应付款 - - 6,818.67

预计负债 - - -

递延收益 5,458.64 5,927.17 6,192.45

递延所得税负债 2,192.87 1,153.92 529.70

其他非流动负债 - - -

非流动负债合计 7,651.50 7,081.09 13,540.82

负债合计 60,771.72 71,498.77 85,024.90

股本 6,749.55 6,749.55 6,749.55

资本公积 33,971.99 33,971.99 10,326.91

减：库存股 - - -

其他综合收益 - - -

专项储备 31.89 - -

盈余公积 3,374.78 3,165.62 2,630.95

未分配利润 46,416.07 27,429.40 21,918.5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90,544.28 71,316.57 41,626.01

少数股东权益 - - -

股东权益合计 90,544.28 71,316.57 41,626.01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151,316.00 142,815.34 126,650.91

2、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一、营业收入 237,066.50 199,337.55 183,456.67

减：营业成本 190,876.69 160,467.25 151,373.92

税金及附加 1,001.46 855.57 1,063.93

销售费用 3,724.14 7,278.69 6,395.65

管理费用 10,049.31 7,531.11 5,824.42

研发费用 8,373.96 6,837.55 6,176.02

财务费用 801.43 1,872.24 2,951.02

其中：利息费用 568.31 1,446.62 2,395.18

利息收入 57.97 69.28 51.97

加：其他收益 3,818.83 876.49 232.31

投资收益 115.53 305.38 191.86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 - -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 号填

列）

- - -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 -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 - -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187.55 -116.01 -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331.07 -52.91 12.41

资产处置收益 32.78 22.03 -

二、营业利润 25,688.01 15,530.13 10,108.28

加：营业外收入 92.69 262.54 6.28

减：营业外支出 440.61 1,099.58 205.14

三、利润总额 25,340.09 14,693.08 9,909.41

减：所得税费用 3,106.97 1,548.91 969.60

四、净利润 22,233.12 13,144.18 8,939.82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其中：持续经营净利润 22,233.12 13,144.18 8,939.82

终止经营净利润 - - -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233.12 13,144.18 8,939.82

少数股东损益 - - -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 - -

（一）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 - -

1、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 - -

2、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 - -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 - -

六、综合收益总额 22,233.12 13,144.18 8,939.8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22,233.12 13,144.18 8,939.82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 - -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3.29 1.95 1.32

（二）稀释每股收益 3.29 1.95 1.32

3、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43,486.94 195,173.19 169,743.67

收到的税费返还 1,604.88 146.19 89.96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577.60 27,001.23 14,905.3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53,669.42 222,320.62 184,738.9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93,997.14 167,982.98 167,013.83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7,815.38 6,869.50 6,207.34

支付的各项税费 15,201.92 3,812.42 5,480.02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4,870.37 12,783.48 9,402.96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31,884.81 191,448.37 188,104.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784.61 30,872.24 -3,365.22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20,160.00 122,080.00 182,7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15.53 305.38 191.86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32.78 32.29 -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 - -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20,308.31 122,417.67 182,891.86

购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5,187.91 11,938.23 10,609.53

投资支付的现金 120,160.00 122,080.00 182,700.00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 - -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35,347.91 134,018.23 193,309.5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039.61 -11,600.56 -10,417.67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 -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权益性投资收到的现金 - - -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6,677.37 36,659.82 67,095.84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 - -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8,641.49 1,592.01 5,484.53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5,318.86 38,251.83 72,580.37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6,900.00 43,000.56 52,863.45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6,601.18 5,845.17 5,930.46

其中：子公司支付少数股东的现金股利 - - -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0,179.19 5,330.00 1,332.50

其中：子公司减资支付给少数股东的现金 -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3,680.37 54,175.73 60,126.4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361.51 -15,923.90 12,453.96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20.97 22.47 36.54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737.49 3,370.24 -1,292.39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8,916.69 15,546.44 16,838.83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7,179.20 18,916.69 15,546.44

（二）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致同会所对本公司报告期内的非经常性损益进行了核验，并出具了《关于湖南丽臣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非经常性损益的审核报告》（致同专字（2021）第441A003977号）。根据该专项审核报告，报告期内公

司非经常性损益明细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 -182.63 -1,060.18 -191.6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104.32 876.86 232.43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15.53 305.38 191.86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 -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2.51 244.79 -7.3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 - -

非经常性损益总额 3,904.71 366.86 225.30

减：非经常性损益的所得税影响数 887.21 47.27 56.60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3,017.50 319.59 168.70

减：归属于少数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净影响数（税后） - - -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 3,017.50 319.59 168.7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233.12 13,144.18 8,939.82

非经常性损益（考虑所得税的影响后）占当期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比例

13.57% 2.43% 1.8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215.62 12,824.59 8,771.11

计入当期非经常性损益的政府补助占当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

润的比例

18.46% 6.67% 2.60%

（三）主要财务指标

1、主要财务指标

项 目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流动比率（合并） 1.44 1.19 0.99

速动比率（合并） 1.01 0.87 0.74

母公司资产负债率 31.29% 49.92% 68.05%

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占净资产的比例（合并） 0.31% 0.40% 0.00%

项 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年） 7.68 7.08 6.69

存货周转率（次/年） 8.87 8.28 9.05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31,097.42 20,671.42 16,715.95

利息保障倍数（倍） 45.59 11.16 5.14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量（元/股） 3.23 4.57 -0.50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股） -0.26 0.50 -0.19

注：上述财务指标的计算方法如下：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存货平均余额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利润总额＋利息支出＋折旧费＋无形资产摊销+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利息保障倍数=（利润总额+利息支出）/利息支出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期末股本总额

每股净现金流量=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期末股本总额

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占净资产的比例=[（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净资产]×100%

2、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

算及披露》（2010年修订）的要求，公司各年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如下：

（1）净资产收益率

项目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27.47% 28.58% 23.0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23.74% 27.88% 22.58%

（2）每股收益

项目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

利润

3.29 1.95 1.32 3.29 1.95 1.3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2.85 1.90 1.30 2.85 1.90 1.30

注：计算公式：

（1）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P0/（E0＋NP÷2＋Ei×Mi÷M0–Ej×Mj÷M0±Ek×Mk÷M0）

其中：P0分别对应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NP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E0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期初净资产；Ei为报告

期发行新股或债转股等新增的、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Ej为报告期回购或现金分红等减少的、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M0为报告期月份数；Mi为新增净资产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

数；Mj为减少净资产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Ek为因其他交易或事项引起的、 归属于公司普通

股股东的净资产增减变动；Mk为发生其他净资产增减变动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

（2）基本每股收益的计算公式如下：

基本每股收益=P0÷S

S=S0＋S1＋Si×Mi÷M0–Sj×Mj÷M0-Sk

其中：P0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或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S为

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S0为期初股份总数；S1为报告期因公积金转增股本或股票股利分配等增

加股份数；Si为报告期因发行新股或债转股等增加股份数；Sj为报告期因回购等减少股份数；Sk为报告期

缩股数；M0为报告期月份数；Mi为增加股份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Mj为减少股份次月起至报

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

（3）公司存在稀释性潜在普通股的，应当分别调整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报告期净利润和发行在外普

通股加权平均数，并据以计算稀释每股收益。

在发行可转换债券、股份期权、认股权证等稀释性潜在普通股情况下，稀释每股收益可参照如下公式

计算：

稀释每股收益=P1/(S0＋S1＋Si×Mi÷M0–Sj×Mj÷M0–Sk+认股权证、股份期权、可转换债券

等增加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其中，P1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或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并考虑稀释性潜在普通股对其影响，按《企业会计准则》及有关规定进行调整。 公司在计算稀释每股

收益时，应考虑所有稀释性潜在普通股对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或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和加权平均股数的影响， 按照其稀释程度从大到小的顺序计入稀释每股收益，

直至稀释每股收益达到最小值。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财务状况分析

（1）资产结构及变动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资产总额分别为126,650.91万元、142,815.34万元和151,316.00万元，总体保持

稳步增长，其中2019年末较2018年末增长12.76%，2020年末较2019年末增长5.95%。报告期内，资产总额

增长的主要原因包括：①公司生产基地投资增加；②公司经营利润积累以及陆续收到搬迁补偿款后资本

实力有所增强。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流动资产占公司资产总额比重分别为56.01%、53.55%和50.40%，与非流动资产

保持结构占比基本稳定。公司资产结构符合公司所处行业及生产经营的特征，整体资产优良，与公司现阶

段发展状况相适应。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流动资产以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和存货为主，三者合计金额占流动资产的比重分

别为86.29%、87.71%和94.36%。2019年末公司流动资产较上年末增加5,537.27万元，变动幅度较大，主要

原因包括：①由于整体搬迁，2018年末公司将部分拟处置长期资产划分为持有待售资产；②2019年末应

收搬迁补偿款增加；③随着业务规模扩大，2019年末存货和预付账款有所增长。 2020年末公司流动资产

较上年末减少213.30万元，变动幅度较小，主要原因包括：①随着公司业务规模扩大，应收款项和存货有

所增长；②公司当期收到4,000.00万元搬迁补偿款，相应减少了其他应收款。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非流动资产以投资性房地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和无形资产为主，四者合计金

额占非流动资产的比重分别为97.14%、96.49%和92.53%； 公司非流动资产分别为55,707.63万元、

66,334.79万元和75,048.75万元，呈现增长趋势，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加大长沙、东莞和上海生产基

地投资建设。

（2）负债结构及变动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的负债总额分别为85,024.90万元、71,498.77万元和60,771.72万元，整体呈下

降趋势。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负债总额变动主要受政策性搬迁和业务经营扩张影响。 报告期各期末，流动

负债占负债总额比例分别为84.07%、90.10%和87.41%，保持较高水平，主要原因系公司负债多为因业务

经营需要形成的短期负债。 公司负债结构符合公司当前的运营情况和发展阶段，符合行业特征。

报告期内，公司流动负债呈下降趋势主要系以下几方面因素综合影响所致：①随着公司利润积累和

搬迁补偿款到账，公司陆续偿还部分银行借款并减少应收账款保理；②随着业务规模增长，公司经营性负

债整体呈小幅增长趋势；③2019年末因搬迁结算应交企业所得税大幅增加，公司于2020年6月完成缴纳。

公司流动负债主要由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构成，报告期各期末，三者合计金额占流动负债的比

重分别为91.61%、72.42%和87.89%。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非流动负债分别为13,540.82万元、7,081.09万元和7,651.50万元，呈较大幅度

波动，主要系政策性搬迁影响。 长期应付款和递延收益是公司非流动负债的主要构成科目，报告期各期

末，两者合计金额占非流动负债的比重分别为96.09%、83.70%和71.34%。

（3）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流动比率分别为0.99、1.19和1.44，速动比率分别为0.74、0.87和1.01，呈上升趋

势，公司短期偿债能力持续提高。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资产负债率分别为67.13%、50.06%和40.16%，呈持续下降趋势。 报告期内，公司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分别为16,715.95万元、20,671.42万元和31,097.42万元，利息保障倍数分别为5.14、

11.16和45.59，具备较强偿债能力。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偿债能力指标呈逐年提高趋势。近年来，公司经营情况良好，业务规模持续增长，

主要客户回款较为及时，盈利水平逐年提升。随着公司经营利润的增长以及搬迁补偿款的陆续发放，公司

资金压力得以缓解，偿债能力指标逐步与行业均值接近，最近两年末公司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已略高于行

业均值，资产负债率略低于行业均值。

（4）资产周转能力分析

报告期各期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6.69、7.08和7.68，周转率较高并呈小幅增长趋势，与公司客

户结构和对客户的销售政策相匹配。 报告期各期，公司存货周转率分别为9.05、8.28和8.87，保持相对稳

定。存货周转率的波动主要源于公司业务规模扩张，为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公司合理安排原材料采购和产

品库存所致。

报告期各期，公司总资产周转率分别为1.50、1.48和1.61，稳中略有上行，主要原因包括：①受上游天

然油脂原材料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公司主要天然油脂基产品单价整体呈震荡下降趋势，产品市场单价下

跌与公司业务规模增长两因素相抵，导致2019年公司营业收入较2018年仅增长8.66%。 受外部经营环境

变化和经营扩产的影响，2020年公司主要产品销量实现快速增长，营业收入较2019年增长18.93%；②报

告期内，公司持续投入生产基地建设，生产规模快速扩大，伴随着经营业绩积累以及政策性搬迁补偿款陆

续发放，各期末公司总资产规模持续增长。

总体来看，报告期内公司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和总资产周转率均较为稳定，公司资产的整

体运营效率良好。

2、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现金流量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784.61 30,872.24 -3,365.2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039.61 -11,600.56 -10,417.6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361.51 -15,923.90 12,453.9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737.49 3,370.24 -1,292.39

（1）经营活动现金流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43,486.94 195,173.19 169,743.67

收到的税费返还 1,604.88 146.19 89.96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577.60 27,001.23 14,905.3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53,669.42 222,320.62 184,738.9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93,997.14 167,982.98 167,013.83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7,815.38 6,869.50 6,207.34

支付的各项税费 15,201.92 3,812.42 5,480.02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4,870.37 12,783.48 9,402.96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31,884.81 191,448.37 188,104.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784.61 30,872.24 -3,365.22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3,365.22万元、30,872.24万元和21,784.61万元，

变动幅度较大，主要系以下几方面原因：①除正常银行借款融资以外，报告期内公司存在通过向摩根大通

转让宝洁集团应收账款方式获取融资的情形。 随着经营业绩向好以及搬迁补偿款陆续到账，公司营运资

金压力有所好转。 近年来外部银行信贷融资环境向好，公司减少了应收账款保理融资。 报告期各期，应收

账款保理融资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通过转让方式应收账款减少金额 1,680.96 15,571.48 27,593.67

②报告期各期，公司分别收到搬迁补偿款约1.35亿元、2.60亿元和0.40亿元，扣除搬迁支出以及应交

税费， 政策性搬迁对各期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影响额分别为12,978.20万元、24,781.56万元和

-4,744.36万元；（3）报告期各期，公司经营业绩持续增长，分别实现净利润8,939.82万元、13,144.18万

元和22,233.12万元。 剔除前两项因素影响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11,250.25万元、21,662.16

万元和28,209.93万元，与净利润比例分别为1.26、1.65和1.27。 其中，2019年比例较高主要原因系业务规

模变动以及各期末客户供应商结构差异。 报告期内，公司净利润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匹配关

系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净利润 22,233.12 13,144.18 8,939.82

加：信用减值损失 187.55 116.01 -

资产减值损失 331.07 52.91 -12.41

固定资产折旧、投资性房地产折旧 4,944.00 4,326.29 4,110.71

无形资产摊销 221.94 194.78 287.88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23.07 10.64 12.77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 （收益以

“－” 号填列）

-32.78 -22.03 -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收益以“－” 号填列） 215.41 1,082.20 191.60

财务费用（收益以“－” 号填列） 974.78 1,424.15 2,358.64

投资损失（收益以“－” 号填列） -115.53 -305.38 -191.86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 号填列） 39.04 -978.40 -435.34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减少以“－” 号填列） 1,038.95 624.22 529.70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 号填列） -2,170.80 -2,229.82 -3,081.95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 号填列） 7.70 -21,922.36 -26,680.55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 号填列） -6,112.92 35,354.85 10,605.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784.61 30,872.24 -3,365.22

（2）投资活动现金流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20,160.00 122,080.00 182,7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15.53 305.38 191.86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32.78 32.29 -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20,308.31 122,417.67 182,891.86

购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5,187.91 11,938.23 10,609.53

投资支付的现金 120,160.00 122,080.00 182,700.00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35,347.91 134,018.23 193,309.5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039.61 -11,600.56 -10,417.67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10,417.67万元 、-11,600.56万元和

-15,039.61万元，主要系公司因生产基地建设、产线升级改造、产能规模扩张等原因购置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致。报告期各期，公司投资支付现金与收回现金基本匹配，主要系公司购买和赎回

固定及保本收益银行理财。

（3）筹资活动现金流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 -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6,677.37 36,659.82 67,095.84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 - -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8,641.49 1,592.01 5,484.53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5,318.86 38,251.83 72,580.37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6,900.00 43,000.56 52,863.45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6,601.18 5,845.17 5,930.46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0,179.19 5,330.00 1,332.5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3,680.37 54,175.73 60,126.4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361.51 -15,923.90 12,453.96

报告期内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12,453.96万元、-15,923.90万元和-8,361.51万

元，其变动原因主要为随着经营业绩持续向好和收到政策性搬迁补偿款后公司减少银行借款和应收账款

转让行为。 报告期内，公司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中应收账款保理收到现金分别为23,642.96万元、

9,759.80万元和1,677.37万元。

3、盈利能力分析

（1）营业收入构成及整体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主营业务收入 233,405.26 98.46% 197,701.95 99.18% 182,527.77 99.49%

其他业务收入 3,661.24 1.54% 1,635.61 0.82% 928.90 0.51%

合计 237,066.50 100.00% 199,337.55 100.00% 183,456.67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突出，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均在98%以上。 报告期各期公司实现

的其他业务收入分别为928.90万元、1,635.61万元和3,661.24万元，主要由投资性房地产租赁服务、原材

料销售以及客户运输装卸费等收入组成。

（2）主营业务收入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182,527.77万元、197,701.95万元和233,405.26万元，其中2019

年以及2020年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率分别为8.31%和18.06%，呈上升趋势，主要系受产品销量及单位

售价综合影响所致。 其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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