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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2017 年，面对持续低迷的经济环境和前所未有的环保督查要求，公司不畏

困难挑战，始终保持战略定力，按照公司的战略部署，全力推动主业升级和转型

发展，技改项目稳步推进，生产效能逐步释放，市场营销总体平稳，综合管理进

一步夯实，企业发展稳中求进，稳中向好。 

过去一年的工作回顾： 

（一）技改项目稳步推进，装备水平得以提高。 

2017 年公司实施了四大技改项目，坚定推动主业升级和规模扩张，为企业

提质增效打造了新的经济增长点，进一步增强了发展后劲和竞争实力。 

高档玻璃器皿扩建项目大型车间主体完工，设备选型敲定，配套办公设施、

培训中心主体完工并转入装修施工，自动化物流仓库基础建设和主体钢结构基本

完成。 

作为定增募投项目，甘肃石岛玻璃有限公司高档玻璃制品建设项目在前期施

工基础上，总部 2017 年 6 月派遣精兵强将，全力加快设备安装调试，在 2017

年年底主体工程及设备安装调试基本完成，为公司登陆西北市场，尽快抢占目标

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将成为公司瓶罐业务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也是公司在

外地建设的第六个高档制瓶企业，标志公司异地扩张迈出新步伐，公司规模与产

业布局优势更为凸显。 

菏泽华鹏制瓶一车间大修改造项目以预期投产为目标，坚持高起点、高标准

的原则，通过倒排工期，明确分工，责任到人，在较短时间高效建成节能高效、

优质高档的玻璃瓶罐生产线，快速形成新的效益增长点。 

辽宁华鹏高档玻璃制品建设项目各项工程陆续展开，截至报告期末，项目主

车间及附属土建工程基本完工，部分工程已进入扫尾阶段，为项目早日投运打下

基础。 

围绕提高装备水平，各公司加快机器换人步伐，全力推动智能化发展。公司、

安庆华鹏七条进口瓶罐自动化包装线已基本安装完毕，引进退火窑自动下载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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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自行研制的贴标机翻转械手运行良好；甘肃石岛新上三条国产自动包装线安

装已近尾声，全部投运后，将有效精简一线岗位人员，降低工人劳动强度，推动

公司自动化迈上新水平。 

围绕服务生产和提高效率，广大生产技术人员立足本职，兴起革新改造热潮，

全年累计实施了数十项技术创新和革新改造项目。公司制瓶二车间安装搅拌桨，

安庆华鹏增上鼓泡系统，不仅解决了制约生产的干扰因素，而且实现了能耗下降、

质量提升的多赢效果；生产车间积极推广电动扳手，有效降低职工劳动强度，大

大缩短转产时间。甘肃石岛自行设计行列机落料节水系统，投资少，见效快，具

有很高的复制推广价值。 

（二）生产效能逐步释放，产品结构优化调整。 

面对前所未有的环保压力，各公司坚持生产环保并重方针，按照公司的部署

要求，以实现窑炉出料最大化为目标，认真抓好订单汇总和科学排产，全力稳定

工艺和推进产品轻量化，有力促进产品结构调整和提质增效。 

公司借助日本东洋玻璃专家指导，致力攻克高难度、高附加值产品，根据产

品结构灵活排产，全面推高产值和成品率水平，较上年又有大幅提高。 

菏泽华鹏时刻保持环保达标，克服不利影响，确保生产持续运行。尤其在质

量上，菏泽华鹏以“宁可牺牲产量，也要保证质量”的决心，全面加强质量管理，

赢得新老客户青睐，实现质量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菏泽华鹏与赢胜节能成立合资企业——“山东华赢新材料有限公司”，充分

发挥双方优势，共同培育和打造优质的高档玻璃丝绵新材料，致力提高品牌知名

度与产品竞争力，通过实施新上环保设施、煤改气工程、管道气改装等工程，生

产质量持续向好，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品牌知名度日益提高，呈现出广阔发展前

景。 

江苏石岛针对能源价格变化，及时转换燃料动能，集思广益优化原料配方和

模具设计，大胆尝试大延伸值工艺，实现了产量、效益的最大化。 

围绕提质增效，公司把产品轻量化作为主攻方向，反复强调，大力推进，分

别于年初、9 月和 12 月下发了《公司推进产品轻量化实施计划》、《产品轻量化

工作管理规定及考核办法》和《瓶罐产品轻量作业标准》三个文件，在政策上抓，

在制度上促，推动产品降重和轻量化取得明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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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来，公司持续推进与日本东洋玻璃的技术合作，在派遣多人赴日研修的

同时，日本东洋玻璃先后向江苏石岛、安庆华鹏和山东华鹏派遣 10 批次、45 人

次的专家进行诊断指导，重点解决制约生产的瓶颈问题和薄弱环节，推动瓶罐上

档升级和增产增效；尤其在攻克高悬底葡萄酒瓶方面，经过多次试验，取得重大

突破和成功，不仅使公司高悬底瓶罐产品研发水平上升到新台阶，也为公司抢占

高端市场、创造更高效益赢得先机。 

器皿公司以巩固提升生产效率为主线，加大引进设备消化吸收，努力攻克制

约因素，通过优化设备配置和强化技能操作培训，在推进设备改造、工艺改善和

科学选型过程中，取得一系列创新成果，总结了宝贵经验和教训，必将推动器皿

生产质量向更高更优方向迈进。 

（三）市场营销总体平稳，销售份额有效提升。 

面对激烈竞争，各公司始终把销售放在龙头地位，按照公司的部署要求，以

产销平衡为基础，大力开发新产品、新客户，推动产品结构优化，销售收入得到

提升。 

公司总部公司坚持国内、国际市场并举，以巩固传统客户为重点，大力开发

高附加值、高出口创汇的高档产品和专用产品，始终保持国内市场的销售活力，

同时巩固、扩大了美加澳市场和韩日、东南亚等国际市场，全年销售和回款成效

显著。 

菏泽华鹏以质量拓市场，靠品牌赢客户，主攻品牌客户和热点市场，抓住旺

销时机，发挥规模优势，加大产品销售和库存消化，通过选优劣汰等积极的有效

手段，市场布局和客户结构进一步优化。 

安庆华鹏、江苏石岛发扬团队精神，全力巩固重点客户和品牌客户，不遗余

力开发新市场、新客户，抓住瓶装果汁与口杯市场异军突起的机遇，全力优化结

构和提升价格，市场占有率稳步提高。 

器皿销售面对激烈竞争，牢牢巩固与传统客户的伙伴关系，全力拓展商超、

酒商、电商和外贸渠道，酒商、电商亮点呈现，增势明显，精心组织参加的广交

会、华交会、糖酒会、百货会，以及上海、广州酒店用品展会、美国芝加哥家庭

用品博览会等，全面展示了企业形象和品牌实力，利用展会聘请侍酒大师举行的

葡萄酒知识讲座，促进了美酒文化、酒杯知识的传播，为公司品牌宣传和扩大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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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打造了良好的交流和贸易平台。 

（四）基础管理全面加强，确保公司健康稳定发展。 

2017 年，公司加强对各子公司生产经营督导，把强化管理摆在突出位置，

以大力推进 SAP 系统为主线，全力推动管理升级，充分发挥职能部门作用，狠抓

工作落实和制度执行，为公司生产经营保驾护航。 

着眼企业长远发展，为规范业务流程，推动管理升级，公司站在全局高度，

聘请 IBM 公司资深管理咨询专家，指导公司全力推进 SAP 系统。自 2017 年下半

年项目启动以来，在专家指导和帮助下，精心挑选的数十名关键用户深学践悟，

细思笃行，全程参与项目推进，顺利完成了理论培训、现状调研、流程梳理、蓝

图设计、流程评审、系统测试等阶段，预期实现了系统的上线试运行。在这一过

程中，广大关键用户增长了知识，拓宽了眼界，增强了自信，提升了团队精神。 

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司在强化自主管理的基础上，重点突出内控制

度执行、岗位职责落实、销售订单汇总，转产策划执行，质量成本管控、两项资

金管理、安全环保达标、岗位技能培训等环节，帮助指出问题，严格落实责任。

在审计过程中，公司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监督职责，而是注重从监督到服务的转变，

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转变，从识别风险到防范风险的转变，帮助规避经营风

险，提高经营运行质量和效率。 

围绕年度目标和促进工作落实，公司坚持每周一办公会议、不定时调度会议、

半年工作述职报告会和定期的运营管理会制度，于 2017 年 9 月底实施办公会议

改革，实行例行工作会前汇报、重要事项会上解决、布置工作会后跟踪落实的会

议机制，大大提高了会议成效。 

按照公司的部署要求，各公司认真抓好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加快日本东洋

玻璃经验推广，大力推进 6S 管理模式，各公司现场管理、安全环保迈上新台阶，

尤其是通过全员参与的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安全活动，生产车间环

境卫生、现场秩序迈上新水平。各公司“三合一”管理体系内审、外审全部达标，

山西华鹏、江苏石岛均获得《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企业证书》。尤其在环保问题

上，各公司始终摆在首要位置来抓，上设备，抓运行，强监管，确保环保设施在

线监测合格和达标运行。 

在总结成绩的同时，公司清醒看到，企业发展还面临一定的压力和挑战，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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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一是随着国家环保力度加强，原材料、劳动力

等生产要素成本增加，为企业降本增效提出更高要求；二是各公司发展还不平衡，

效益和潜力还未充分释放；企业综合管理水平还需进一步提升等。对此，公司将

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创新导向，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确保公司持续健

康稳定发展。 

二、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一）主营业务分析 

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784,513,668.58 696,335,671.22 12.66 

营业成本 586,341,373.08 481,681,844.81 21.73 

销售费用 65,063,368.66 56,523,948.44 15.11 

管理费用 72,071,542.17 60,546,632.79 19.03 

财务费用 46,928,317.84 35,144,638.92 33.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574,140.56 109,767,236.61 -43.9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7,424,790.60 -388,017,685.13 31.0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2,817,788.09 278,534,016.89 8.72 

研发支出 17,796,634.07 14,416,544.71 23.45 

 

1. 收入和成本分析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增长12.66%，主要为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之募投项目—江苏石岛玻璃有限公司高档轻量化玻璃制品建设项目，

2016年底安装调试完毕，并试产达产，安庆华鹏设备大修改造完工并达产，增加

了公司在南方市场占有份额，收入同步增加；另外受持续低迷的经济环境和大气

污染环境整治影响，公司之子公司辽宁华鹏和山西华鹏，停产改造，对入相应下

降，上述原因综合影响所致。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长 21.73%，主

要为受持续低迷的经济环境和大气污染环境整治影响，原辅材料的采购价格大幅

上升，增加了公司的生产成本；另外，处于“2＋26”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

菏泽华鹏限产，山西华鹏停产改造也造成公司生产成本增加。因收入总额增加生

产成本同比增加，因原辅材料的采购价格上升，影响成本总额增加；同时，公司

立足高起点引进的器皿进口设备正处于消化、改造和逐步提高的过程中，导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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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成本有所增加。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15.11%，主要为报

告期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66%，销量的增加，销售费用的运输费用同比相应增

加，另外公司为加大销售力度外聘销售高级管理人员，工资费用相应增加较多，

上述原因共同影响所致。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19.03%，主要为本

期管理人员工资增长 12.64%，公司为增加发展后劲研发支出增长 23.45%，修理

费用增长 37.37%，因辽宁华鹏和山西华鹏大修改造，管理费用的折旧费等等相

应增加，以上因素综合影响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公司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的增长 33.53%，主

要为公司融资总额增加，融资成本相应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降低 43.90%，部分原辅材料因限产等因素供货紧张，且价

格提升幅度较大，公司为保证正常经营，预付了一定的采购资金以稳定供货价格

的提升，另外，处于“2＋26”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菏泽华鹏限产，山西华

鹏停产改造，影响了现金流入的增加，但现金支付的税费、工资、社保费用尚需

持续流出，上述原因综合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降低 31.08%，主要为公司本期理财投资现金流量减少，

多个项目在建，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增加较多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8.72%，主要为公司报告期银行借款总额增加所致。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公司研发支出较上年同期增长 23.45%，主要

原因为公司为增加企业发展后劲，从配合料的研发实现低温熔化、料液自动称重、

高悬底葡萄酒瓶、瓶罐轻量化等加大研发力度，本期研发项目较上年同期增加，

投入研发支出增加所致。 

(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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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主营业

务 
760,017,175.80 568,174,780.82 25.24 11.08 18.42 

减少 4.64

个百分点 

其他业

务 
24,496,492.78 18,166,592.26 25.84 102.37 856.53 

减少

58.47 个

百分点 

合计 784,513,668.58 586,341,373.08 25.26 12.66 21.73 
减少 5.57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瓶罐 594,901,839.31 472,844,913.57 20.52 14.72 22.71 
减少 5.17

个百分点 

器皿 138,799,580.83 70,511,829.56 49.2 -16.23 -25.35 
增加 6.21

个百分点 

玻璃棉 26,315,755.66 24,818,037.69 5.69    

合计 760,017,175.80 568,174,780.82 25.24 11.08 18.42 
减少 4.64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分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华东 471,513,358.72 357,294,071.16 24.22 31.22 40.57 
减少 5.04

个百分点 

华北 86,305,838.13 69,336,209.78 19.66 -21.58 -13.38 
减少 7.61

个百分点 

东北 71,135,610.28 62,176,520.03 12.59 -5.07 10.24 

减少

12.15 个

百分点 

华中 40,686,879.76 32,131,317.05 21.03 -16.68 -13.12 
减少 3.23

个百分点 

华南 36,724,587.92 19,823,044.93 46.02 32.9 13.82 
增加 9.05

个百分点 

西北 5,787,421.96 3,151,925.57 45.54 -33.31 -37.66 
增加 3.8

个百分点 

西南 6,632,204.09 3,652,258.32 44.93 -44.07 -45.24 
增加 1.17

个百分点 

国外 41,231,274.94 20,609,433.98 50.02 -3.94 -10.55 
增加 3.7

个百分点 

合计 760,017,175.80 568,174,780.82 25.24 11.08 18.42 减少 4.64



8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情况的说明 

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较上年同期增加11.08%，主要为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

募投项目—江苏石岛玻璃有限公司高档轻量化玻璃制品建设项目，2016年底安装

调试完毕，并试产达产，安庆华鹏设备大修改造完工并达产，增加了公司在南方

市场占有份额，收入同步增加；另外受持续低迷的经济环境和大气污染环境整治

影响，公司之子公司辽宁华鹏和山西华鹏，停产改造，收入相应下降，上述原因

综合影响所致。 

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分行业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 18.42%，主要为受持

续低迷的经济环境和大气污染环境整治影响，原辅材料的采购价格大幅上升，增

加了公司的生产成本；另外，处于“2＋26”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菏泽华鹏

限产，山西华鹏停产改造也造成公司生产成本增加。因收入总额增加生产成本同

比增加，因原辅材料的采购价格上升，影响成本总额增加。公司立足高起点引进

的器皿进口设备正处于消化、改造和逐步提高的过程中，导致生产成本有所增加。 

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较上年同期减少 4.64 个百分点，主要为受持续

低迷的经济环境和大气污染环境整治影响，直接导致原辅材料的采购价格大幅上

升，直接增加公司生产成本，尤其是四季度，部分原材料价格达历史最高水平，

严重影响了公司效益。同时，公司立足高起点引进的器皿进口设备正处于消化、

改造和逐步提高的过程中，导致生产成本有所增加。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瓶罐产品报告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14.72%，

主要为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募投项目—江苏石岛玻璃有限公司高档轻量化玻

璃制品建设项目，2016 年底安装调试完毕，顺利达产，安庆华鹏设备大修改造

完，增加了公司南方市场的份额，收入同步增加，另外，受持续低迷的经济环境

和大气污染环境整治影响，公司之子公司辽宁华鹏和山西华鹏，停产改造，对收

入均有一定影响，综合上述原因所致。 

瓶罐产品报告期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 22.71%，增幅很大，主要受持续

低迷的经济环境和大气污染环境整治影响，直接导致原辅材料的采购价格大幅上

升，直接增加公司生产成本，尤其是四季度，部分原材料价格达历史最高水平，

严重影响公司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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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罐产品报告期毛利率较上年同期降低 5.17 个百分点，主要为收入增长幅

度低于成本增长幅度所致。 

器皿产品报告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16.23%，主要受持续低迷的经济

环境影响。 

器皿产品报告期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下降 25.35%，主要为收入降低，成本

同比降低，公司器皿窑炉采用电熔炉，部分避开了报告期能源价格高涨的影响，

另外公司内展开节约挖潜，从各环节降低成本。 

器皿产品的毛利率较上年同期增加 6.21 个百分点，主要为公司加大节约挖

潜力度，节约降低成本所致。 

(2). 产销量情况分析表 

主要产品 生产量 销售量 库存量 

生产量比

上年增减

（%） 

销售量比

上年增减

（%） 

库存量比

上年增减

（%） 

玻璃瓶罐

（吨） 
320,056.98 298,421.27 47,866.68 13.53 5.85 82.48 

玻璃器皿

（万只） 
4,360.03 4,001.63 1,167.80 44.06 32.22 44.28 

玻璃丝绵

（吨） 
6,779.28 6,441.24 338.04 - - - 

 

产销量情况说明 

玻璃瓶罐：主要为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募投项目—江苏石岛玻璃有限公司

高档轻量化玻璃制品建设项目，2016 年底安装调试完毕，并试产达产，安庆华

鹏设备大修改造完工并达产，增加了公司在南方市场占有份额，收入同步增加，

但未达到产销平衡所致，库存增加较大。 

玻璃器皿：2017 年公司器皿生产线部分改造投产，提高产品产量，但产销

未同步增长，库存有所增加。 

玻璃丝绵：公司报告期菏泽华鹏高档离心玻璃棉技改项目，已安装完毕，本

期已达产，公司主营业务除日用玻璃行业的产品外，增加玻璃丝棉产品。 

(3). 成本分析表 

单位：元 

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成本构

成项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

总成本

比例(%)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

期占总

成本比

本期

金额

较上

情况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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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年同

期变

动比

例(%) 

日用玻

璃 

生产成

本\直接

材料 

190,844,380.20 31.44 146,672,453.85 32.73 -1.29  

日用玻

璃 

生产成

本\动力 
67,566,773.09 11.13 53,382,598.82 11.91 -0.78  

日用玻

璃 

生产成

本\燃料 
92,313,186.82 15.21 66,808,242.33 14.91 0.30  

日用玻

璃 

生产成

本\人工

费 

58,331,944.82 9.61 49,834,265.82 11.12 -1.51  

日用玻

璃 

生产成

本\制造

费用 

170,357,416.56 28.07 131,445,642.27 29.33 -1.26  

玻璃丝

绵 

生产成

本\直接

材料 

9,008,967.57 1.48   100.00   

玻璃丝

绵 

生产成

本\动力 
2,194,041.53 0.36   

100.00 
 

玻璃丝

绵 

生产成

本\燃料 
7,283,707.87 1.20   

100.00 
 

玻璃丝

绵 

生产成

本\工资 
1,831,916.87 0.30   

100.00 
 

玻璃丝

绵 

生产成

本\制造

费用 

7,185,335.62 1.18   

100.00 

 

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成本构

成项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

总成本

比例(%)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

期占总

成本比

例(%) 

本期

金额

较上

年同

期变

动比

例(%) 

情况 

说明 

瓶罐 

生产成

本\直接

材料 

175,397,656.10 28.90 136,561,352.18 30.47 -1.57  

瓶罐 
生产成

本\动力 
49,615,676.50 8.18 39,374,297.42 8.79 -0.61  

瓶罐 生产成 84,955,474.90 14.00 62,196,334.32 13.88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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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燃料 

瓶罐 
生产成

本\工资 
48,426,161.42 7.98 40,118,783.99 8.95 -0.97  

瓶罐 

生产成

本\制造

费用 

132,549,570.77 21.84 104,640,804.82 23.35 -1.51  

器皿 

生产成

本\直接

材料 

15,446,724.10 2.55 10,111,101.67 2.26 0.29  

器皿 
生产成

本\动力 
17,951,096.59 2.96 14,008,301.40 3.13 -0.17  

器皿 
生产成

本\燃料 
7,357,711.92 1.21 4,611,908.01 1.03 0.18  

器皿 
生产成

本\工资 
9,905,783.40 1.63 9,715,481.83 2.17 -0.54  

器皿 

生产成

本\制造

费用 

37,807,845.79 6.23 26,804,837.45 5.98 0.25  

玻璃丝

绵 

生产成

本\直接

材料 

9,008,967.57 1.48   1.48   

玻璃丝

绵 

生产成

本\动力 
2,194,041.53 0.36   0.36   

玻璃丝

绵 

生产成

本\燃料 
7,283,707.87 1.20   1.20   

玻璃丝

绵 

生产成

本\工资 
1,831,916.87 0.30   0.30   

玻璃丝

绵 

生产成

本\制造

费用 

7,185,335.62 1.18   1.18   

 

成本分析其他情况说明 

公司报告期菏泽华鹏高档离心玻璃棉技改项目，已安装完毕，本期已达产，

公司主营业务除日用玻璃行业的产品外，增加玻璃丝棉产品，按产品大类份有玻

璃瓶罐、玻璃器皿和玻璃丝棉三类产品。另外，主要为受持续低迷的经济环境和

大气污染环境整治影响，原辅材料的采购价格大幅上升，增加了公司的生产成本；

另外，处于“2＋26”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菏泽华鹏限产，山西华鹏停产改

造也造成公司生产成本增加。因收入总额增加生产成本同比增加高达 10%以上，

因原辅材料的采购价格上升，影响成本总额增加 9%左右；同时，公司立足高起

点引进的器皿进口设备正处于消化、改造和逐步提高的过程中，导致生产成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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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增加。 

(4). 主要销售客户及主要供应商情况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 9,513.89 万元，占年度销售总额 12.52%；其中前五名客

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 0 万元，占年度销售总额 0 %。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 14,165.03 万元，占年度采购总额 23.28%；其中前五名

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 0 万元，占年度采购总额 0%。 

2. 费用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15.11%，主要为报

告期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66%，销量的增加，销售费用的运输费用同比相应增

加，另外公司为加大销售力度外聘销售高级管理人员，工资费用相应增加较多，

上述原因共同影响所致。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19.03%，主要为本

期管理人员工资增长 12.64%，公司为增加发展后劲研发支出增长 23.45%，修理

费用增长 37.37%，因辽宁华鹏和山西华鹏大修改造，管理费用的折旧费等等相

应增加，以上因素综合影响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公司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的增长 33.53%，主

要为公司融资总额增加，融资成本相应增加所致。 

3. 研发投入 

研发投入情况表 

单位：元 

本期费用化研发投入 17,796,634.07 

本期资本化研发投入 0 

研发投入合计 17,796,634.07 

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2.27 

公司研发人员的数量 108 

研发人员数量占公司总人数的比例（%） 6.25 

研发投入资本化的比重（%） 0 

情况说明 

2017年，公司研发投入 17,796,634.07 元，占公司营业收入比例 2.27%，其

中母公司研发投入 10,638,102.85 元，占母公司营业收入比例为 3.06%。本公司

（母公司），在本报告期的研发投入均符合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比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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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现金流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较上年同期降低 43.90%，部分原辅材料因限产等因素供货紧张，且价格

提升幅度较大，公司为保证正常经营，预付了一定的采购资金以稳定供货价格的

提升，另外，处于“2＋26”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菏泽华鹏限产，山西华鹏

停产改造，影响了现金流入的增加，但现金支付的税费、工资、社保费用尚需持

续流出，上述原因综合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降低 31.08%，主要为公司本期投资理财现金流量减少，

多个项目在建，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增加较多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8.72%，主要为公司报告期银行借款总额增加所致。 

2018年经营计划 

2018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对公司来讲，经过多年的蓄势调整和

近几年的强力技改和管理改善，新的经济增长点正加速形成，为公司提质增效和

实现突破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审视公司的历史维度、现实角度，公司已具备向

更高质量、更高效益迈进的有利条件和雄厚基础，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此，

公司制定 2018年经营计划如下： 

1、全力加快技改步伐，增创发展新优势。 

2018 年仍然是公司技改项目多、任务重、工期紧的一年，按照公司的工作

部署，针对技改项目的实施推进，按照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原则，对每个技

改项目列出“时间表”和“路线图”，以任务倒逼，责任到人的方式，制定周密

计划，狠抓跟踪落实，力争项目早日建成、早日投产、早日见效，尽快形成较强

的产业竞争实力。 

2、全力推进产品轻量化，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推进产品轻量化是公司提质增效的工作重点。2018 年，公司将借助日本东

洋玻璃的技术指导，以推进产品轻量化为抓手，在产品设计、选材用材、生产工

艺、制造装备、模具配套、企业管理等方面不断提高综合素质，各方联动，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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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继续抓好与东洋玻璃的技术合作，及时总结和全面推广先进管用的好技术、

好经验和好做法，力推全公司生产工艺管理和产品质量上档升级。2018 年公司

瓶罐产能达 35 万吨左右，平均单重下降 5%左右，增加收入 3000 万元，增加净

利润 2000万元。 

器皿方面要重点加大引进设备的消化、吸收和创新力度，借助国外专家指导，

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加大各项工作力度，全力缩短调试期，对照国际国内先

进水平，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和档次，力争制造出更加完美无瑕的高品质产品，

不断适应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始终保持行业的话语权。 

3、继续夯实基础管理，促进企业规范运作。 

推进 SAP系统，是公司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做出的重大决策和部署，公司

将继续加大投入，加强运行监管，确保上线后的高效运行，促进企业规范运作和

管理上档升级，以现代化、信息化的手段，推动管理上档升级和规范化运作，通

过狠抓流程化运作、内控制度执行，工作标准执行、岗位职责落实，进一步强化

干部职工遵章守纪、按章办事、创新管理、改革突破的自觉性，力推公司综合管

理迈上新水平。 

4、全力强化营销，开创销售工作新局面。 

以质量拓市场、以品牌赢客户，在巩固好品牌客户和传统渠道的基础上，充

分利用已经建立的营销平台，时刻保持市场敏感，准确把握市场脉搏，及时捕捉

市场信息，及时发现市场亮点，勇于开拓市场盲区，敢于突破市场禁区，利用各

种营销手段，采取“巩固老客户，开发新客户”、“争取大订单，不放小订单”，

“选优劣汰，线上线下”等措施，做到国内市场“寸土必争”，国际市场“寸土

不让”，牢牢掌握市场竞争的主动权。充分发挥玻璃包装物良好的化学稳定性，

对盛装物无污染的特征，增上花色品种，满足消费者绿色健康生活需求；优化营

销网络布局，拓展销售二级市场，增加市场占有率。 

5、倡导节能降耗，严格控制成本，提高资金利用率。 

加强循环再利用，抑制生产成本增长。2018 年预计部分原材料、燃料价格

持续上涨，公司将强化环保循环利用，通过调整工艺等有效手段，消化原辅材料

涨价的不利因素；调整设备参数，提高产品成品率，使两项指标优于 2017 年水

平。发挥营销人员的积极主动性，提高库存商品和应收账款两项资金周转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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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项资金占有下降 10%左右，提高资金利用率。 

6、推进设备升级改造，提升产品质量。 

公司将加快推进现有设备升级的安装调试进度，使其尽快投产达能，加大设

备日常运行的消化、吸收和创新力度，借助国外专家组指导，对照国际国内

先进水平，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和档次，不断适应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