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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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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拟以公司未来实施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时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共派发现金红利 365,716,640.70 元。本年度不送红股也不

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上述事项已经 2021 年 4 月 17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三房巷 600370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俞红霞 缪嫦 

办公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三房巷村 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三房巷村 

电话 0510-86229867 0510-86229867 

电子信箱 jssfx@sfxjt.com jssfx@sfxjt.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公司主营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公司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了三房巷集团、三房巷国贸、

上海优常、上海休玛合计持有的海伦石化 100%股权，海伦石化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在原

有纺织、印染、PBT 工程塑料、热电的生产、销售等业务的基础上，注入瓶级聚酯切片、PTA 的

生产、销售业务。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以瓶级聚酯切片、PTA 的生产、销售为核心，以纺织、印

染、PBT 工程塑料、热电的生产与销售等业务为补充。公司行业变更为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

业。 

瓶级聚酯切片是由 PTA 和 MEG 经过缩聚产生。瓶级聚酯切片外观为米粒状，品种多，是连

接石化产品和多个行业产品的一个重要中间产品。广泛应用于饮料包装、食品包装、医药包装、

化妆品包装等领域。 

PTA 产品以 PX 为原料，液相氧化，再经加氢精制、结晶、分离、干燥形成的重要的大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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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原料之一，产品为白色晶体或粉末。用于生产聚酯纤维、聚酯薄膜和瓶级聚酯切片，广泛应用

于化学纤维、轻工、电子、建筑等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 

公司纺织印染业务主要产品包括各类印染布、涤棉布、色织布等的生产与销售及布匹染整、

印花加工，为客户提供全系列、多品种、质量可靠的产品与服务。控股子公司济化公司主要从事

PBT 工程塑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以 PBT 工程塑料为原料生产的产品主要应用于照明灯具、汽

车电器、电动工具和电子电器等产品中的塑料部件。热电业务主要产品为电力和蒸汽。控股子公

司新源公司多年来从事热电联产，生产的电力及蒸汽主要提供于周边的企业生产经营使用。 

（2）公司经营模式 

①瓶级聚酯切片、PTA 业务板块 

公司瓶级聚酯切片、PTA 业务板块板块主要由全资子公司海伦石化及其下属子公司兴业塑化、

兴宇新材料、兴泰新材料、兴佳塑化经营和管理，是报告期公司主要收入、利润来源。其主要经

营模式如下： 

A、采购模式 

公司主要生产瓶级聚酯切片与 PTA。瓶级聚酯切片的主要原料为 PTA、MEG 和 IPA，PTA 的

主要原材料为 PX。公司瓶级聚酯切片的原材料 PTA 主要来源于其自产的 PTA，因此公司主要对

外采购的原料为 PX、MEG 和 IPA。公司每年年底对下一年的市场需求进行预测，并结合当年的

经营情况制定下一年的生产计划，以此为依据确定原料年度采购计划。公司主要采用长期合约的

方式向供应商采购原材料，一般按每月均价进行结算，以减少原材料价格波动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同时，也会根据生产计划适时调整，通过增加临时订单采购原材料现货作为对长期合约的有效补

充。 

公司制定了严格的采购管理制度，形成了采购申请、采购分析、询价议价、供应商选择、采

购执行等的完整采购流程。此外，公司还建立了供应商考评机制，定期对供应商的业务规模、财

务状况、经营能力等因素进行考评，保留具有长期稳定合作基础的供应商，结合严格的库存管理

保障了原材料的高效供应。且公司位于成熟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依托三房巷储运的配套码头设施，

PX、MEG 可从国内外采购，原料供应稳定可靠。 

B、生产模式 

公司的主要产品为瓶级聚酯切片与 PTA。瓶级聚酯切片由 PTA 和 MEG 经过缩聚产生；PTA

产品以 PX 为原料，液相氧化、再经加氢精制、结晶、分离、干燥生成，是连接化工产品和多个

行业产品的一个重要中间产品。公司于每年年底结合当年运营和销售情况制定下一年的生产计划，

在保证瓶级聚酯切片生产能力的基础上，生产部门会根据生产计划和市场需求适当调节 PTA 的产

量进行对外销售。由于瓶级聚酯切片和 PTA 的生产是一个连续、稳定的生产过程，存在一定关停

成本，公司分别采用“三班二运转制”和“四班二运转制”的方式安排连续生产瓶级聚酯切片和 PTA，

定期对生产设备进行检修。此外，公司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开展生产活动，坚持技术领先战略，聚

酯工艺采用美国杜邦工艺技术和中国纺织工业设计院工艺技术，增粘工艺采用瑞士布勒工艺技术，

严格控制产品质量，不断提高产品竞争力，通过卓有成效的管理，以高品质的产品，优质的服务

不断地开拓市场。 

C、销售模式 

公司一直坚持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并重的销售模式，瓶级聚酯切片出口品牌“翠钰”为中国驰

名商标。经过多年瓶级聚酯切片市场的耕耘，公司现已建立了完善、快捷的销售和服务体系，产

品覆盖了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出口一百多个国家与地区，与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农夫山泉、益

海嘉里、康师傅、娃哈哈、达能集团等知名企业形成了长期合作伙伴的良好关系，客户规模在同

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公司主要采用长期合约的方式向有长期稳定关系的战略合作伙伴提供瓶级

聚酯切片，合约一般于每年年底签订，约定下一年度及各月度的销量，以便于安排采购和生产，

销售单价以每月平均价格为基础确定。公司还对部分境外客户提供远期合约，以招标或议价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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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提前锁定订单及利润。此外，公司也采用现货合约的方式销售瓶级聚酯切片和 PTA，现货

合约以市场现货原材料价格、期货原材料价格及生产成本为基础进行每日报价。 

②热电业务板块 

公司热电业务由控股子公司新源公司经营和管理。公司坚持热电联产，拥有完整的热电生产、

供应体系。燃煤是热电生产最主要原料，为产品生产成本最重要组成部分；电力和蒸汽销售为主

要收入来源。将煤炭等一次能源加工转换为电、蒸汽等产品通过电网、热力管网等销售给周边企

业，满足自身及周边企业生产所需。 

③其他 

报告期内，公司还涉及纺织印染、PBT 工程塑料生产与销售等业务，上述业务对公司影响较

小。 

（3）行业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所处行业属于“C26-化学原

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①公司所属行业的整体发展情况 

公司主要从事瓶级聚酯切片、PTA 的生产、销售。瓶级聚酯切片处于石油化工产业链，其主

要原材料为 PTA 和 MEG，产业链的源头为石油。石油经过一定工艺过程生产出石脑油，石脑油

经过催化重整、芳烃抽提、异构化等工艺过程制取 PX，再以醋酸为溶剂，经空气氧化，生成粗对

苯二甲酸，然后进行加氢精制，去除杂质，再经结晶、分离、干燥、制得 PTA。MEG 亦是由石油

化工产业链的乙烯催化氧化后制成的环氧乙烷和水反应制得。PTA 和 MEG 经过聚酯流程生成瓶

级聚酯切片，广泛应用于食品、饮料、化妆品、药品等领域的包装材料。 

作为产业链上游的主要原材料，PX 的充足供应从成本端让利，将有利于聚酯行业的发展。近

年来，PX 装置开工率逐渐上升，产业链上游 PX 过去供给紧张的局面不复存在，产能即将迎来爆

发式增长。“十三五”期间国家发改委重点规划发展七大石化产业基地，开启了民企进军炼化一体

项目的序幕。新投产和未来计划新建的产能主要遍布沿海地区及七大石化产业基地，预计到 2025

年，我国 PX 产能将高达 4,300 万吨，新增 PX 产能以一体化和大型化为主要优势，重塑国内外

PX 行业格局。PX 作为聚酯产业链的上游，开工率上升，产能不断突破，供需格局将逐渐宽松，

价格有望下行，行业利润有望向 PTA 和瓶级聚酯切片等中下游环节聚集。 

瓶级聚酯切片具有无毒、无味、透明度好、强度大、质量轻、阻隔性能好，易于加工且尺寸

稳定等优良特性，其作为包装材料在广泛用于饮用水瓶、碳酸饮料瓶、热灌装饮料瓶、食用油瓶、

片材等领域。 

随着瓶级聚酯切片技术的发展和主要原材料成本的下降，显示出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巨大的发

展潜力。近年来，随着中国、印度、东南亚地区等全球人口密集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以及全

球各地环保要求的不断升级，传统聚乙烯、聚丙烯等塑料包装材料对环境的不利影响，政策监管

趋严。PET 瓶级聚酯切片具有极好透明性，可回收循环利用，并保持良好的机械性能、阻隔性能

和印刷性能，作为优良的食品饮料包装材料在部分领域能够替代传统塑料包装材料，市场需求不

断增长，成为推动全球聚酯产业市场规模不断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此外，凭借优良的材料特性，并随着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以 PET 为基础的新型聚酯材料和新

兴领域不断涌现，也促生了很多新应用方向。目前，除用于制作包装瓶外，瓶级聚酯切片的应用

已经延伸到医药包装、日化用品包装、风机叶片等领域，由于聚酯瓶片材料安全、卫生，有良好

的防潮、隔氧和透明展示功能，在医药包装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耐化学性、高透明、高光泽、

对紫外线的屏蔽性和造型设计的灵活性使聚酯瓶片在日化产品包装上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同时，

瓶级聚酯切片在单一应用方向上也产生了更多的技术需求，例如紫外阻隔、氧气阻隔、耐热性、

热收缩性、耐水解、光阻隔、高透亮、低熔点、高熔体强度、阻燃、抗菌等性能需求或功能需求。 

随着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深入，可再生塑料制成的塑料瓶已被消费者接受，部分日化、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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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等快速消费品行业巨头承诺将在产品包装中使用一定比例的再生塑料，承诺未来将减少原生

塑料的使用量，设定可再生塑料添加比重目标，并号召行业加速实现循环经济的进程。近年，可

口可乐欧洲市场宣布其英国市场的可持续包装战略，将把瓶身中的再生塑料含量增加至 50%，并

加盖环保标签，以增强企业责任感、增加消费者满意度。再生 PET 瓶级聚酯切片未来在包装领域

的应用存发展空间。在环保大趋势下，再生塑料行业正集体经历转型“阵痛”。不合规的生产企业

逐步关停，规模型厂家不断增多。目前再生 PET 瓶级聚酯切片产品质量呈现出分化状态，小微型

厂家的品质依旧偏低，与此不同，规模型生产企业的产品品质不断提升，市场价格差距不断拉大。

随着再生 PET 瓶级聚酯切片行业的逐步规范和正规，企业数量和规模将发生变化，下游需求也将

向着欧美的趋势转变。 

②行业区域性、周期性特点 

A、行业的区域性 

聚酯产品作为 PTA 的主要消费领域，区域性特征明显。凭借市场和劳动力成本优势，目前，

全球产能主要分布在中国、印度、东盟、韩国和西欧。受下游贸易集散地和主要原材料供应商的

分布影响，我国聚酯产能主要分布在浙江省、江苏省和福建省。 

就全球而言，我国 PTA 产能已占到全球的五成以上。就国内而言，我国 PTA 行业产能主要

集中度较高且由于主要原材料供应问题，PTA 生产厂商基本集中在沿海地区，区域性较为明显。 

B、行业的周期性 

化工行业是典型的周期性行业，与国内或国际经济波动相关性较强。瓶级聚酯切片与 PTA 的

行业上游原料供应受原油价格的影响，下游受纺织行业、汽车行业、精细化工等在内的众多行业

的需求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特征。同时上下游的供求关系和周期性又相互影响，如果国

民经济、进出口形势等宏观环境发生较大变化，会给行业的产品价格、开工率、经济效益带来周

期性波动的风险。 

③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经过多年瓶级聚酯切片市场的耕耘，公司成为了国内瓶级聚酯切片的领头企业，产能、产量

位居全国前列，瓶级聚酯切片年生产规模约 220 万吨，具有显著的规模优势和品牌优势。 

公司瓶级聚酯切片生产采用先进的杜邦、布勒工艺技术，已开发出 9 种全系列的瓶级聚酯切

片产品，其中“翠钰”牌瓶级聚酯切片获得“中国驰名商标”称号，获得国内外制瓶工厂广泛采用。

凭借多年积累的技术实力及行业经验，公司积累了一批保持长期良好合作关系的优质客户，包括

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益海嘉里、康师傅、今麦郎、农夫山泉、娃哈哈、紫江集团、达能集团等

国内外知名食品饮料行业企业。 

公司瓶级聚酯切片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为华润化学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万凯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等；PTA 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为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新凤鸣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等。

各聚酯生产企业定位不同，实现了差别化竞争。公司由于在技术积累、客户规模等方面具有优势，

客户均为下游行业内的龙头企业。聚酯行业龙头企业的差异化发展有利于避免行业内同质化竞争，

有助于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 

同时，凭借高效、节能的生产优势、规模优势、产业链协同优势、信誉和品牌优势、区位资

源优势，经过多年的市场开拓和沉淀，公司瓶级聚酯切片及 PTA 产品已经在客户中得到广泛的认

可，市场占有率呈不断提高趋势，形成了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品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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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2,675,237,443.69 15,134,588,796.11 1,790,621,356.27 -16.25 21,963,133,481.49 1,766,972,929.07 

营业收入 16,299,797,475.03 22,082,424,611.53 1,041,419,720.51 -26.19 23,711,744,373.84 1,182,076,383.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59,117,711.02 773,624,541.18 54,933,376.91 -27.73 749,713,259.23 53,625,77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5,743,704.55 52,171,210.11 52,171,210.11 428.54 50,309,383.37 50,309,383.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5,737,788,515.24 5,219,442,276.97 1,343,057,982.40 9.93 2,090,261,329.10 1,308,055,714.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613,675,967.05 7,448,156,157.77 214,387,234.55 -91.76 3,162,618,907.90 42,395,166.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29 0.2115 0.0689 -27.71 0.205 0.06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29 0.2115 0.0689 -27.71 0.205 0.06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0.21 21.17 4.15 减少10.96个百分点 40.68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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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4,207,154,781.61 4,208,666,946.55 3,785,133,075.88 4,098,842,670.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5,099,357.77 209,810,831.62 151,482,134.39 182,725,387.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9,984,543.24 11,309,804.97 76,159,222.08 178,290,134.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34,223,369.35 387,601,837.72 5,641,225.53 954,656,273.1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江苏海伦石化有限公司过户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已完成，海伦石化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海伦石化及其下属子公司自 2020 年 9 月起纳

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由于公司与海伦石化在合并前后均受三房巷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且该控制并

非暂时性的，因此上述合并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故本公司对前期已披露数据进行追溯调整。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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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5,17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3,964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三房巷集团有限

公司 
2,531,031,128 2,967,261,031 81.14 2,531,031,128 质押 436,229,9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江苏三房巷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200,194,552 200,194,552 5.47 200,194,552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上海优常企业管

理中心（有限合

伙） 

71,498,054 71,498,054 1.96 71,498,054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上海休玛企业管

理中心（有限合

伙） 

57,198,443 57,198,443 1.56 57,198,443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周利方 14,240,753 14,240,753 0.39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吴海燕 2,629,200 9,165,075 0.25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曹万清 0 8,000,000 0.22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许华 3,375,200 4,007,793 0.11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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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莹 3,975,725 3,975,725 0.11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何波 2,865,055 3,485,050 0.1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江苏三房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为三房巷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的下属企业，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一致行动人；曹万清为上海优常企业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之一；上海虹叶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谭国平为上海优常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

有限合伙人之一。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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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20 年上半年，受新冠疫情及原油价格大幅波动等因素影响，各种化工产品价格波动较大，

公司产品价格下跌，毛利空间受到压缩，同时由于国际市场需求减少，公司产品国外销量减少，

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影响。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取得成效，各行各业加速复工复产，行业内对疫情

影响的预期趋于稳定，各化工产品的价格回稳，公司经营业绩实现逐步好转。 

2020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29,979.75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578,262.71 万元，降

幅 26.19%，营业成本 1,525,046.96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461,322.99 万元，降幅 23.22%；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911.77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27.73%。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 2017 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变更

后的会计政策详见附注四。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衔接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计影响数调整首次

执行当期期初（2020 年 1 月 1 日）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

调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 2017 年修订

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累积影响金额 2020 年 1 月 1

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小计 

预收款项 443,239,204.01 -443,239,204.01  -443,239,204.01  

合同负债  415,457,407.04  415,457,407.04 415,457,407.04 

其他流动负债  27,781,796.97  27,781,796.97 27,781,796.97 

负债合计 443,239,204.01    443,239,204.01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 2020 年 12 月 31 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如下： 

项目 报表数 假设按原准则 影响 

预收款项  627,126,321.35 -627,126,3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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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报表数 假设按原准则 影响 

合同负债 568,486,686.99  568,486,686.99 

其他流动负债 58,639,634.36  58,639,634.36 

负债合计 627,126,321.35 627,126,321.35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 2020 年度合并利润表的影响如下： 

项目 报表数 假设按原准则 影响 

营业收入 16,299,797,475.03 16,313,550,210.44 -13,104,069.93 

营业成本 15,250,469,639.18 14,901,131,028.43 350,485,776.23 

销售费用 13,435,411.65 377,025,257.81 -363,589,846.16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 13 户，具体包括：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江阴兴仁纺织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75.00 75.00 

江阴新雅装饰布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70.00 70.00 

江阴济化新材料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70.00 70.00 

江阴新源热电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75.00 75.00 

江苏海伦石化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江苏兴业塑化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00 100.00 

江阴兴佳塑化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00 100.00 

江阴兴宇新材料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00 100.00 

江阴兴泰新材料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00 100.00 

江阴三房巷经贸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00 100.00 

江苏三房巷国际储运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00 100.00 

江阴市三润冷却水工程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00 100.00 

柏康贸易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00 100.00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增加 9 户，其中：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名称 变更原因 

江苏海伦石化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江苏兴业塑化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江阴兴佳塑化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江阴兴宇新材料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江阴兴泰新材料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江阴三房巷经贸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江苏三房巷国际储运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江阴市三润冷却水工程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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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康贸易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公司发行股份取得海伦石化 100%股权，海伦石化及其子公司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合并范

围变更主体的具体信息详见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附注七、合并范围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