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金科过氧化物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300459                           证券简称：浙江金科                           公告编号：2016-034 

浙江金科过氧化物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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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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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650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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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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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金科 股票代码 300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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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洪涛 张维璋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湾上虞工业园区纬九路 5 号 浙江省杭州湾上虞工业园区纬九路 5 号 

传真 057582735552 057582735552 

电话 057582737958 057582738067 

电子信箱 wht@jinkegroup.com zwz@jinkegroup.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要业务 

本公司专业从事氧系漂白助剂SPC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全球SPC的主要生产企业之一；公司还同时经营TAED、TC、

双氧水、醋酸钠、液体二氧化碳等产品。公司主导产品SPC为环境友好型精细化工新材料，广泛应用于日化洗涤领域，还可

应用于环保、印染、造纸、医疗等领域。 

2、公司主要产品简介 

公司主导产品为SPC，该产品是纯碱与双氧水的化合物，分解后产生氧气、水和碳酸钠。SPC非常适合作为漂白助剂添

加至洗涤剂中，能在常温下迅速分解释放出活性氧，从而实现去污漂白、消毒杀菌的功能，经洗涤后的织物即使在室内阴干，

也不会产生异味；同时，SPC分解生成的碳酸钠能提高水中的pH值，降低水中钙、镁离子含量，使水软化，进一步提高对织

物的洗涤效果。由于SPC具备高效的洗涤能力，添加SPC的含氧洗涤剂可使洗涤剂的有效成分大大提高，能有效去除一般洗

衣粉所无法去除的水果渍、酒渍、黄垢斑等，同时，可有效降低洗涤剂用量，达到节能降耗的效果。在具备优良的功能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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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SPC还是一种环境友好型新材料，SPC的分解物氧气、水和碳酸钠是天然存在的物质，对环境无不良影响。因此，SPC

是一种高效、节能、环保的氧系漂白助剂，符合现代洗涤剂的发展趋势，已在洗涤行业中得到广泛应用。同时，SPC还可应

用于环保、印染、造纸、医疗等领域。目前，SPC已在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得到广泛使用，并在新兴市场国家得到

较快推广。 

公司还同时经营TAED、TC、双氧水、醋酸钠、液体二氧化碳等产品。TAED是一种高效的氧系漂白助剂的活化（性）

剂，可与SPC等过氧化物配伍使用，能有效提升过氧化物在低温环境下的去污、漂白、杀菌能力，已被应用于高端含氧洗涤

领域。TC是一种优良的金属切割液原料。双氧水是一种常用的强氧化剂。醋酸钠为公司利用TAED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酸性废

水与液碱制作而成，主要用于印染工业、医药、照相、电镀、化学试剂及有机合成等。液体二氧化碳为公司双氧水生产线的

副产品。 

3、公司所处行业发展趋势 

洗涤用品行业是一个与国民经济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从全球范围来看，洗涤剂已逐渐由普通型向专用性、功能

性方向发展，添加各种新型功能性助剂的洗涤剂已成为行业发展的趋势。其中，添加氧系漂白助剂的含氧洗衣粉因具有高效、

节能、环保的特性，已在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得到广泛使用，即使在液体洗涤剂份额很高的美国市场，消费者为了

达到更好的洗涤效果，仍习惯于额外加入含氧助洗剂（过氧化物含量超过40%的含氧洗衣粉，如彩漂粉）。在新兴市场地区，

含氧洗衣粉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市场份额较小，但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发展潜力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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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506,442,538.26 476,902,016.82 6.19% 480,412,503.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477,706.11 36,179,269.27 33.99% 51,184,782.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6,369,408.90 36,700,734.10 26.34% 48,140,612.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8,193,408.77 103,131,278.20 24.30% 62,878,724.2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5 26.67% 0.6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5 26.67% 0.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06% 9.19% -0.13% 14.50%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876,714,463.62 657,538,673.74 33.33% 597,420,051.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26,972,964.28 411,952,467.07 52.20% 375,488,63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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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436,177.71 117,975,972.60 134,679,284.03 137,351,103.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179,887.31 16,069,918.85 13,472,659.85 11,755,240.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005,063.72 14,944,018.33 13,072,073.82 11,348,253.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577,477.10 21,753,440.68 43,667,344.19 42,195,14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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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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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15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2,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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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科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4.19% 64,116,550 64,116,550 质押 56,500,000 

朱志刚 境内自然人 23.59% 62,526,550 62,526,550 质押 12,000,000 

浙江利建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73% 15,191,050 15,191,050   

上虞市金创投

资中心（普通合

伙） 

其他 5.25% 13,925,225 13,925,225   

浙江卧龙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78% 12,659,175 12,659,175   

葛敏海 境内自然人 1.61% 4,253,450 4,253,450 质押 1,912,000 

上海盛万彦润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1.19% 3,164,900 3,164,900   

苏州恒博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9% 3,164,900 3,164,900 质押 3,150,000 

李向龙 境内自然人 1.01% 2,687,500 2,687,500   

陈文豪 境内自然人 0.96% 2,531,875 2,531,875   

韩礼力 境内自然人 0.96% 2,531,875 2,531,875   

章伟新 境内自然人 0.96% 2,531,875 2,531,87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金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朱志刚实际控制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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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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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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围绕年度工作计划开展各项业务，基本完成年度工作目标 

2015年度，在公司董事会的领导下，公司管理层和全体员工奋发向上，克服各种不利因素，全年完成营业收入50644.25

万元，利润总额6546.55万元，净利润5540.58万元，资产总计87671.45万元。 

2、资本运作取得成效，资本实力取得长足发展 

历经多年努力，公司顺利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并于2015年5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挂牌上市，有效增强公

司资本实力，优化资本结构，实现公司发展的新跨越。 

成功登入资本市场后，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关于加快企业兼并重组的号召，并根据行业发展现状和公司实际经营情况，适

时提出通过内生性增长与外延式扩张相结合的快速做大做强的策略，于2015年7月对湖州吉昌化学有限公司实施并购。该并

购项目的完成，为公司8月份以来的经营贡献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在稳固原有主业的基础上，公司及其管理层积极寻求在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领域拓展第二主业，以实现双主业发

展。公司经过大量市场调研与反复论证，决定选择收购杭州哲信100%股权为切入点，全面进入互联网文化娱乐产业。目前

项目已通过中国证监会审核。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规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规模及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水平都将得到显著提升，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市场拓展能力、资源控制能力和后续发展能力，全面提

升公司的盈利水平，增强上市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增加对股东的回报。 

3、优化市场策略，积极谋求发展 

2015年，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异常复杂。国内流动性持续偏紧，实体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采购指数一路下行，体现

采购意愿不足。国际上，欧洲传统市场由于经济萎缩，欧元上半年出现持续走低，对公司产品的销售产生了一定影响。 

为应对上述不利影响，公司将根据欧元走势及市场价格情况，适时调整销售策略，增加在亚太市场的销售比重；同时，

与长期合作的货代公司签订年度合同锁定运价，以降低销售成本，进一步拓展欧美重要地区的业务，积极通过各种手段，努

力将市场危机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 

国际经济环境依然严峻，需求低迷, 但得益于原材料价格在底部区域的长期稳定以及海运费的大幅回落，公司出口业务

总体依然保持在良好的状态，尤其主营产品过碳酸钠的出口更是显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 

4、安全环保常抓不懈，全年无重大安环事故 

2015年是安全生产法、环保法修正颁布实施的年份。面对严峻的外部安环形势，公司上下统一认识，加强领导，规范内

部的管理，查隐患重整改，全力推进废水、废气综合整治；坚持不懈地推进规范化、狠抓管理，扎扎实实开展各项工作。通

过一系列管理措施常抓不懈，一年来，公司整体安全形势良好，未发生较为严重的安全环保事故。 

5、持续推进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知识产权保护成效显著。 

创新是公司业务发展的永恒动力。2015年，公司加大技术研发力度，努力攻克关键技术，努力实施成果转化与技术改造，

无论是传统工艺改进，还是新工艺、新产品的研发，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在加强技术研发与自主创新能力的同时，积极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对关键技术进行申报专利保护。2015年度，取得

发明专利授权4项。 

6、凝聚社会正面评价，不断提升企业美誉度 

报告期内，公司在规范运作的基础上，加强市场宣传和品牌认知度建设，先后取得中国驰名商标、浙江工业名牌产品等

荣誉，凝聚社会正面评价，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美誉度。 

7、强化人力资源管理，优化人力资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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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紧紧围绕公司生产经营目标，夯实人力资源工作基础，加强人力资源在各个方面的管理，优化人力资源结构。

全年用工相对稳定，在有力地保障了公司正常的生产和工作秩序的同时，人员进一步得到精简优化。 

加强员工培训，按月组织实施培训内容。鼓励各岗位各工种员工积极参加外部培训，积极参与劳动局组织的企业自主评

价职业技能的工作，鼓励员工参与职业技能评审。 

关注在职员工职业卫生与健康管理，加强人文关怀，坚持以人为本，关心职工生活，营造良好用人环境。 

8、进一步加强公司治理及投资者关系管理 

公司董事会一贯重视公司治理及投资者关系工作。报告期内，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监事会均按

照《公司法》、《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各项议事规则有效独立运行，主要从风险

控制及内部控制的角度对公司制度、利润分配、信息披露、关联交易、重大投资、组织架构及会计政策等重大事项进行了有

效合规的引导和控制。 

2015年，除接受特定对象调研和投资者电话咨询外，还通过互动易平台就广大投资者关心的问题积极进行解答，认真维

护好投资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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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C 系列 301,421,660.50 64,823,567.01 21.51% 2.07% -7.79% -2.30% 

TAED 系列 87,741,266.10 16,479,781.07 18.78% 3.89% 94.79% 8.77% 

TC 系列 47,288,964.45 18,886,176.94 39.94% -12.39% -9.86% 1.12% 

二-乙基蒽醌 35,624,436.00 14,589,235.68 59.05%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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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股东的净利润总额48,477,706.11元，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

36,179,269.27元，同比增长33.99%。主要原因为收购湖州吉昌化学利润贡献及公司主营产品利润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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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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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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15年7月17日与自然人施卫东签订《湖州吉昌化学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总协议》，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1.44 亿元

收购施卫东先生持有的湖州吉昌化学有限公司1241.4 万元（占吉昌化学注册资本的 60%）股权，湖州吉昌成为公司控股子

公司，并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2）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金科日化原料有限公司于2015年2月25日新设成立控股子公司浙江诺亚氟化工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3000万人民币，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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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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