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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86       证券简称：美联新材        公告编号：2020-052 

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2019 年度审计报告的更正公告 

 

 

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2019

年年度报告》及《2019 年度审计报告》。经事后核查，为更严谨地反映财务信息，

公司拟对上述文件部分内容进行更正，具体更正情况如下：  

一、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的具体更正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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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正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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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母粒 421,661,495.73 81,733,166.34 19.38% 12.84% 13.29% 11.00% 

三聚氯氰 504,033,311.01 107,503,315.33 21.33% 100.00% 100.00% 100.00% 

更正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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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母粒 421,661,495.73 81,733,166.34 19.38% 12.84% 13.29% 11.00% 

三聚氯氰 503,597,900.37 96,447,043.81 19.15% 100.00% 100.00% 100.0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http://www.cninfo.come.cn）上披露了《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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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9 年年度报告的具体更正情况 

1、“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二、主营业务分析/2、收入与成本/（1）

营业收入构成” 

更正前： 

营业收入整体情况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分产品 

其他 48,909,473.87 3.88% 9,195,920.64 14.24% 431.86% 

三聚氯氰 504,033,311.01 40.00%    

更正后： 

营业收入整体情况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分产品 

其他 49,344,884.51 3.92% 9,195,920.64 14.24% 436.60% 

三聚氯氰 503,597,900.37 39.96%    

 

2、“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二、主营业务分析/2、收入与成本/（2）

占公司营业收入或营业利润 10%以上的行业、产品或地区情况” 

更正前：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分产品 

三聚氯氰 504,033,311.01 396,529,995.68 21.33%    

更正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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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分产品 

三聚氯氰 503,597,900.37 407,150,856.56 19.15%    

 

3、“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二、主营业务分析/2、收入与成本/（5）

营业成本构成” 

更正前： 

产品分类 项目 
2019 年 2018 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重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重 

三聚氯氰 直接材料 359,376,321.20 90.63%    

三聚氯氰 直接人工 13,595,626.00 3.43%    

三聚氯氰 制造费用 23,558,048.48 5.94%    

更正后： 

产品分类 项目 
2019 年 2018 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重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重 

三聚氯氰 直接材料 359,376,321.20 88.27%    

三聚氯氰 直接人工 13,595,626.00 3.34%    

三聚氯氰 制造费用 34,178,909.36 8.39%    

 

4、“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二、主营业务分析/2、收入与成本/（8）

主要销售客户和主要供应商情况” 

更正前： 

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元） 181,649,630.40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4.41% 

公司前 5 大客户资料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合计 -- 204,528,215.47 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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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元） 365,240,203.41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49.80% 

公司前 5 名供应商资料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 供应商 1 202,700,948.69 27.64% 

2 供应商 2 55,813,137.44 7.61% 

3 供应商 3 49,438,442.42 6.74% 

4 供应商 4 30,344,156.32 4.14% 

5 供应商 5 26,943,518.54 3.67% 

合计 -- 365,240,203.41 49.80% 

更正后： 

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元）      204,528,215.47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6.24% 

公司前 5 大客户资料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合计 -- 204,528,215.47 16.24% 

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元） 539,455,124.84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57.72% 

公司前 5 名供应商资料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 供应商 1 202,700,948.69 21.69% 

2 供应商 2 201,158,439.97 21.52% 

3 供应商 3 55,813,137.44 5.97% 

4 供应商 4 49,438,442.42 5.29% 

5 供应商 5 30,344,156.32 3.25% 

合计 -- 539,455,124.84 57.72% 

 

 

5、“第十二节 财务报告/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10、长期股权投资” 

更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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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汕头市美联赢达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于2019年8月宣告解散，应收回投资款抵减公司向汕头市

美联赢达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全资子公司汕头市美联盈通投资有限公司收购其所持有的营创三征31%股

权的应付股权转让款。 

更正后： 

注 3：2019 年 8 月，美联新材决议解散汕头市美联赢达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应收回投资款抵减公

司向汕头市美联赢达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子公司汕头市美联盈通投资有限公司收购其所持有的营创三征

31%股权的应付股权转让款。 

 

 

6、“第十二节 财务报告/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19、短期借款/（1）

短期借款分类” 

更正前： 

（5）光大银行汕头分行的借款余额为60,000,000.00元。 

其中50,000,000.00元的借款由关联方黄伟汕、张朝益与光大银行汕头分行签订编号“兴

银粤借保字（汕头）第201905162032号”最高额保证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15,000,000.00

元的借款由公司在光大银行汕头分行的15,000,000.00元的定额存单提供质押。 

更正后： 

（5）兴业银行汕头分行的借款余额为50,000,000.00元。 

关联方黄伟汕与兴业银行汕头分行签订编号“兴银粤借保字（汕头）第201905162032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对上述借款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6）光大银行汕头分行的借款余额为15,000,000.00元，由公司在光大银行汕头分行

的15,000,000.00元的定额存单提供质押。 

 

 

7、“第十二节 财务报告/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34、营业收入和营

业成本” 

更正前： 

单位： 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主营业务 1,139,453,679.35 906,465,714.42 581,597,958.98 460,235,974.30 

其他业务 120,782,961.68 87,050,655.20 2,120,049.32 1,841,445.77 

更正后： 

单位：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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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主营业务 1,139,453,679.35 904,105,557.79 581,597,958.98 460,235,974.30 

其他业务 120,782,961.68 89,410,811.83 2,120,049.32 1,841,445.77 

 

8、“第十二节 财务报告 /十二、关联方及关联交易/4、其他关联方情况” 

更正前： 

其他关联方名称 其他关联方与本企业关系 

张盛业 实际控制人亲属 

张朝益 实际控制人亲属 

张朝凯 实际控制人亲属 

张静琪 实际控制人亲属 

张佩琪 实际控制人亲属 

张俩佳 实际控制人亲属 

段文勇 关键管理人员 

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持股超过 5%的企业 

营口德瑞化工有限公司 
营创三征持股 10%以上股东营口盛海投资有限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 

营口市昊霖盈含化工有限公司 营创三征间接持股 10%以上股东刘至杰控制的公司 

营口市昊霖运输有限公司 营创三征间接持股 10%以上股东刘至杰控制的公司 

营口三征新科技化工有限公司 
营创三征持股 10%以上股东营口盛海投资有限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 

营口三征有机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营创三征董事近亲属控制企业 

辽宁三征化学有限公司 营创三征董事近亲属控制企业 

营口市昊霖化工有限公司 营创三征董事近亲属控制企业 

刘至寻 间接持有营创三征 18.73%的股份 

郝越男 刘至寻的配偶 

汕头市美联赢达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联营企业 

汕头市美联盈通投资有限公司 汕头市美联赢达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全资子公司 

更正后： 

其他关联方名称 其他关联方与本企业关系 

张盛业 实际控制人亲属 

张朝益 实际控制人亲属 

张朝凯 实际控制人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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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琪 实际控制人亲属 

张佩琪 实际控制人亲属 

张俩佳 实际控制人亲属 

段文勇 关键管理人员 

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持股超过 5%的企业 

营口德瑞化工有限公司 
营创三征持股 10%以上股东营口盛海投资有限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 

营口市昊霖盈含化工有限公司 营创三征间接持股 10%以上股东刘至杰控制的公司 

营口市昊霖运输有限公司 营创三征间接持股 10%以上股东刘至杰控制的公司 

营口三征新科技化工有限公司 
营创三征持股 10%以上股东营口盛海投资有限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 

营口市昊霖化工有限公司 营创三征董事近亲属控制企业 

刘至寻 
间接持有发行人重要子公司营创三征 10%以上股权

的自然人 

刘至杰 
间接持有发行人重要子公司营创三征 10%以上股权

的自然人 

汕头市美联赢达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待清算的控股企业 

汕头市美联盈通投资有限公司 汕头市美联赢达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子公司 

 

9、“第十二节 财务报告 /十二、关联方及关联交易/6、关联方应收应付

款项/（1）应收项目” 

更正前： 

单位： 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应收票据 
营口德瑞化工有限

公司 
2,834,033.72    

应收账款 
营口三征有机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 
950,000.00 190,000.00   

更正后： 

单位： 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应收票据 
营口德瑞化工有限

公司 
2,834,03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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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第十二节 财务报告 /十二、关联方及关联交易/6、关联方应收应付

款项/（2）应付项目” 

更正前： 

单位： 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账面余额 期初账面余额 

预收账款 营口市昊霖盈含化工有限公司 619,056.20  

预收账款 辽宁三征化学有限公司 4,200.00  

预收账款 营口三征新科技化工有限公司 35,728.11  

应付账款 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380,000.00  

应付账款 营口德瑞化工有限公司 2,659,859.82  

应付账款 营口市昊霖盈含化工有限公司 2,240,552.42  

应付账款 营口市昊霖运输有限公司 1,624,487.17  

应付账款 营口昊霖化工有限公司 977,769.75  

更正后： 

单位： 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账面余额 期初账面余额 

预收账款 营口市昊霖盈含化工有限公司 619,056.20  

预收账款 营口三征新科技化工有限公司 35,728.11  

应付账款 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380,000.00  

应付账款 营口德瑞化工有限公司 2,659,859.82  

应付账款 营口市昊霖盈含化工有限公司 2,240,552.42  

应付账款 营口市昊霖运输有限公司 1,624,487.17  

应付账款 营口昊霖化工有限公司 977,769.75  

 

三、2019 年度审计报告的具体更正情况 

公司根据 2019年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更正内容对 2019年度审计报告作了

相应更正，具体更正情况参见本公告“二、2019 年年度报告的具体更正情况”

之“5～10”。 

除上述更正的内容，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2019年度审计报告的

其他内容不变。更正后的 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2019年度审计报告已于同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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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更正不会对公司 2019 年度的财务情况和经营业绩造成影响。公司因

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歉意，公司今后将加强财务报告和定

期报告编制中的审核工作,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恳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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