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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37                           证券简称：赞宇科技                           公告编号：2016-015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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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1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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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赞宇科技 股票代码 00263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任国晓  郑乐东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古墩路 702 号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古墩路 702 号 

传真 0571-87830847  0571-87830847  

电话 0571-87830848  0571-87830848  

电子信箱 office@zzytech.com  zq@zzytech.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表面活性剂及油脂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业务，并提供食品安全等第三方

检测认证服务。表面活性剂主要产品包括AES、AOS、磺酸、MES为代表的阴离子表面活性

剂，以6501为代表的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具有较好的去污、发泡、分散、乳化、润湿等特性，

广泛用作洗涤剂、起泡剂、润湿剂、乳化剂和分散剂，为宝洁、联合利华、纳爱斯、立白、

白猫等国际、国内知名品牌日化企业提供中间体原料。 

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杭州油化主要以棕榈油为原料，生产氢化油、硬脂酸、甘油、单甘脂、

金属盐及其他助剂等油脂化工产品，在高分子材料、涂料、纺织、食品、塑料、橡胶、皮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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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石油等方面均有广泛的应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迫切要求化工产品朝着

低毒、天然、对环境无污染的方向发展，由于以天然油脂为主要原料的油脂化工产品具有毒

性低、易生物降解、同环境适应性好等优点，因此取代以石油、天然气、煤为主要原料的化

工产品是油脂化工产业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 

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浙江公正、浙江宏正，主要提供食品、化妆品、洗涤用品等第三方检

测认证服务业务，通过参与浙江省内各级政府部门第三方检测认证招标、以及为相关产品生

产企业提供质量检测外包服务，通过为客户提供科学、公正、高效的检测认证服务，取得检

测业务收入。 

公司主要以天然油脂产品为原材料，生产的表面活性剂及油脂化工产品，被列入国家鼓

励类产品，行业发展前景较好。作为中间体原料供应商，应用于下游客户生产日用洗涤产品、

以及作为塑料、橡胶及其他材料的生产助剂，具有稳步增长的市场需求，受经济周期波动影

响较小。根据中国洗涤用品工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近三年公司天然油脂基表面活性剂产品

的总销售量位居同行业前列。2012-2014年，公司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销量占行业内总销量的

比例分别为19.24%、22.72%及19.29%。其中，公司第一大产品AES及第二大产品AOS在2012、

2013及2014年的销量均保持在同行业第一位；2012-2014年杭州油化在油脂化工领域的销量占

行业内总销量的比例分别为6.46%、10.34%及6.47%，为国内油脂化工前十大生产企业之一。      

在检测业务方面，浙江公正已提供多年的检测认证服务，在浙江省食品安全检测领域具有较

强的公信力和较高的知名度，为该检测领域龙头企业。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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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

上年增

减 

2013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2,822,355,465.51 2,495,270,419.61 2,495,270,419.61 13.11% 2,218,005,231.14 2,218,005,231.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5,668,653.51 54,567,979.81 62,066,680.53 -74.76% 56,854,763.01 69,340,875.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5,553,061.88 47,419,360.48 49,177,739.43 -88.71% 48,220,707.08 49,440,45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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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00,933,468.11 98,091,241.42 98,091,241.42 104.84% 89,968,611.48 89,968,611.4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34 0.39 -74.36% 0.36 0.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34 0.39 -74.36% 0.36 0.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4% 5.24% 5.33% -3.99% 5.69% 6.21%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

比上年

末增减 

2013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2,165,529,725.96 1,766,584,997.28 1,895,237,375.54 14.26% 1,609,771,199.84 1,729,601,577.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168,071,094.76 1,059,041,771.50 1,168,396,293.02 -0.03% 1,022,611,037.15 1,124,466,857.95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本公司所持投资性房地产同时满足"投资性房地产所在地有活跃的房地产交易市场"、"企业能够从房地

产交易市场取得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及其他相关信息,从而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作出合理

的估计"两个条件，采取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有利于投资者了解公司真实财务信息。经公司第三届十六次董

事会审议同意，对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由成本计量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采

用追溯调整法进行核算，调整增加投资性房地产期初余额 128,652,378.26 元，增加递延所得税负债期初余

额 19,297,856.74 元，增加盈余公积期初余额 10,935,452.15 元，增加未分配利润期初余额 98,419,069.37 元，

增加本报告期末投资性房地产余额 4,200,000.00 元，增加 2015 年度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4,200,000.00 元。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22,330,374.67 764,019,331.40 755,147,228.22 680,858,531.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019,738.46 2,083,632.05 8,029,532.93 -4,464,249.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072,073.28 1,870,926.17 5,246,838.09 -10,636,775.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7,004,591.47 142,731,629.74 -42,766,127.93 247,972,55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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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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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1,746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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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方银军 境内自然人 11.97% 19,150,920 18,474,750 质押 18,517,920 

洪树鹏 境内自然人 6.47% 10,350,040 7,762,530 质押 3,740,000 

陆伟娟 境内自然人 6.29% 10,065,614 7,549,210 质押 7,49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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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汇通（深圳）股

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1% 8,016,013 0   

邹欢金 境内自然人 3.63% 5,812,836 4,314,627 质押 4,314,627 

许荣年 境内自然人 2.92% 4,672,146 3,504,109 质押 1,540,00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融鼎 01 号 
其他 2.39% 3,826,00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0% 3,678,100 0   

高慧 境内自然人 1.80% 2,881,840 2,873,880 质押 1,450,000 

黄亚茹 境内自然人 1.42% 2,265,800 1,699,3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１、方银军、洪树鹏、陆伟娟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三人已经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２、2011 年 3 月 18 日，高慧、陈青俊、黄亚茹、邹欢金、许荣年和方银军、洪树

鹏和陆伟娟三人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2015 年 7 月 14 日，洪树鹏、方银军、

陆伟娟、高慧、陈青俊、黄亚茹、邹欢金、许荣年、任国晓、胡剑品签署了《关于

<一致行动协议>的解除协议》；3、除上述关系外，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邹欢金持股数量包含其融资融券账户持有的本公司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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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年是公司发展跨越历史性阶段的一年。这一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产能严重过剩，

日化行业仍处于不断洗牌阶段，市场竞争空前激烈。在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公司全体员工

齐心协力，积极开拓，表面活性剂及油脂化工产销量和检测服务收入较上年度均有较大幅度

增长。 

公司进一步整合第三方检测认证业务，设立了全资子公司赞宇检测，将浙江公正和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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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正股权注入到赞宇检测，并投资设立了金正检测控股子公司、实施收购杭康检测；实施杭

环检测的兼并收购，公司检测业务由食品领域向环境领域拓展，安全、环保、健康检测服务

平台雏形已搭建完成，将不断增强了检测板块的盈利能力。 

    2015年公司启动了非公开发行股份融资项目，收购如皋市双马化工持有印尼杜库达和南

通凯塔60%股权，为公司大力发展天然油脂化工业务、延伸产业链并降低生产成本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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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面活性剂产品销售 1,790,030,065.54 151,833,128.97 8.48% 0.00% -18.21% -1.89% 

油化产品销售 629,258,652.09 60,392,000.77 9.60% 1.51% -8.12% -1.00% 

检测服务 56,319,040.64 32,579,462.04 57.85% 19.78% 5.34% -7.93% 

加工劳务 3,277,779.34 126,819.59 3.87% -50.44% -66.52% -1.86% 

贸易及其他业务 343,469,927.90 37,745,680.53 10.99% 982.01% 88.52% -52.09% 

合计 2,822,355,465.51 282,677,091.90 10.02% 13.11% -6.61%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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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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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所持投资性房地产同时满足"投资性房地产所在地有活跃的房地产交易市场"、"企业能够从房地

产交易市场取得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及其他相关信息，从而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作出合理

的估计"两个条件，采取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有利于投资者了解公司真实财务信息。经公司第三届十六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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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审议同意，对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由成本计量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采

用追溯调整法进行核算，调整增加投资性房地产期初余额128,652,378.26元，增加递延所得税负债期初余额

19,297,856.74元，增加盈余公积期初余额10,935,452.15元，增加未分配利润期初余额98,419,069.37元，增加

本报告期末投资性房地产余额4,200,000.00元，增加2015年度公允价值变动损益4,2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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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于2015年投资新设浙江赞宇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并将本公司持有的浙江公正

70%股权、浙江宏正75%股权注入到浙江赞宇检测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本公司对该全资子公司的出资 。 

（2）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浙江赞宇检测科技有限公司与义乌市中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

浙江金正检测有限公司，本公司间接持有浙江金正67%股权。 

本公司已将上述两家投资新设的子公司纳入2015年财务报告合并范围。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5、对 2016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方银军 

2016 年 3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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