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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陈寅镐、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袁少岚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李银鑫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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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2,679,347.37 62,509,014.00 48.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514,314.82 3,085,465.27 46.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034,955.73 -870,530.26 218.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764,139.74 13,583,555.08 -252.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03 0.0367 9.8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03 0.0367 9.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9% 1.12% -0.1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681,398,465.09 685,378,196.07 -0.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58,282,703.19 453,768,388.37 0.9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35,459.06 汽车车棚拆除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134,910.20 

上市奖劢，递延收益转入其他收

益 

减：所得税影响额 620,092.05  

合计 3,479,359.0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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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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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8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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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白云伟业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12% 29,250,000 29,250,000   

绍兴中玮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88% 15,540,000 15,540,000   

陈寅镐 境内自然人 8.32% 9,321,000 9,321,000   

曹国路 境内自然人 6.38% 7,150,000 7,150,000   

王超 境内自然人 5.51% 6,175,000 6,175,000   

徐建国 境内自然人 4.27% 4,784,000 4,784,000   

吴刚 境内自然人 2.08% 2,330,000 2,330,000   

王大为 境内自然人 1.92% 2,145,000 2,145,000   

俞伟樑 境内自然人 1.16% 1,300,000 1,300,000   

梁志毅 境内自然人 1.16% 1,300,000 1,300,000   

浙江华睿睿银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6% 1,300,000 1,300,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江凯锋 2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0,000 

田玉连 149,800 人民币普通股 149,800 

谢华 147,612 人民币普通股 147,612 

李影 120,8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800 

陈正毅 73,700 人民币普通股 73,700 

李建勇 65,600 人民币普通股 65,600 

石秋芳 65,300 人民币普通股 65,300 

应巧敏 62,900 人民币普通股 6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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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永丰 61,327 人民币普通股 61,327 

徐莉 60,300 人民币普通股 60,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浙江白云伟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徐建国为其实际控制人，亦为绍

兴中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公司）执行合伙人，同时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除此之外，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截止 2018 年 3 月 30 日，应巧敏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 62,900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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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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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变动 变动原因说明 

预付款项 5,830,125.34 4,094,938.05 42.37% 主要系本期支付原材料采购款 

其他应收款 2,781,228.71 738,337.31 276.69% 主要系政府补助 

其他流动资产 60,000,000.00 61,174.27 97980.05% 主要系购买农行理财产品 

其他非流动资产 0.00 1,222,406.90 -100.00% 主要系17年末预付设备工程款本期已到货

验收合格确认 

 

在建工程 

 

5,066,298.00 

 

 

414,048.86 

 

 

1123.60% 

 

主要系环保设备技改，年产2400吨氟苯甲酸

衍生物技改项目，年产1200吨2.3.5.6四氟苯

液晶材料中间体项目技改 

预收款项  0.00 2,480,336.84 -100.00% 主要系客户订购产品已发货 

应付职工薪酬  2,977,776.97 6,660,007.40 -55.29% 主要系已发2017年年终奖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变动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92,679,347.37 

 

 

62,509,014.00 

 

 

48.27% 

 

主要系部分企业退出氟氯苯乙酮系列市场

的竞争，氟氯苯乙酮系产品销量增加 

营业成本 73,312,182.24 50,974,850.13 43.82% 主要系销售收入增长成本对应增长 

税金及附加 394,487.39 299,731.35 31.61% 主要系产品计提出口免抵税附加费 

管理费用 14,715,460.64 

 

9,585,004.91 

 

53.53% 

 

主要系研发费用增加，员工福利费增加，广

告宣传费增加 

财务费用 1,393,966.96 

 

2,015,925.89 

 

-30.85% 

 

主要系18年一季度无福费廷业务，贷款利息

下降，导致利息支出下降 

资产减值损失 268,092.48 

 

-5,304,370.25 

 

105.05% 

 

主要系计提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增加所致，

2017年收回潍坊明润门窗有限公司欠款 

营业利润 1,809,154.18 

 

3,847,263.50 

 

-52.98% 

 

主要系2017年收回潍坊明润门窗有限公司

欠款，18年一季度没有 

营业外收入 3,614,600.00 704,700.62 412.93% 主要系政府补助增加 

净利润 4,514,314.82 3,085,465.27 46.31% 主要系营业收入增加，政府补助增加 

现金流量表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变动 变动原因说明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 

17,145,996.11 

 

5,210,616.61 

 

229.06% 

 

主要系销售商品到期货款收回 

收到的税费返还 1,862,597.17 1,241,848.93 49.99% 主要系出口货物退税返回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

计 

23,310,436.60 

 

12,268,182.94 

 

90.01% 

 

主要系销售商品到期货款收回，出口货物退

税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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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18,447,059.67 

 

-20,708,190.59 

 

189.08% 

 

主要系原料紧张，部分原材料款到发货增加 

支付的各项税费 2,247,887.07 

 

3,402,553.64 

 

-33.94% 

 

主要系支付增值税、所得税费用减少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10,861,135.82 

 

5,625,447.74 

 

93.07% 

 

主要系广告宣传费增加，支付能源费用增加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

计 

44,074,576.34 

 

-1,315,372.14 

 

3450.73% 

 

主要系原料紧张，部分原材料款到发货；广

告宣传费增加，支付能源费用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0,764,139.74 

 

13,583,555.08 

 

-252.86% 

 

主要系本期购买部分原材料款到发货增加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收回的现金净额 

 

6,389.74 

 

 

18,634.62 

 

 

-65.71% 

 

 

主要系固定资产报废减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

计 

6,389.74 

 

18,634.62 

 

-65.71% 

 

主要系固定资产报废减少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7,487,985.84 

 

 

12,353,900.95 

 

 

-39.39% 

 

 

主要系购买设备减少 

投资支付的现金  60,000,000.00 0.00 0.00% 主要系购买农行理财产品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

计 

67,487,985.84 

 

12,353,900.95 

 

446.29% 

 

主要系购买农行理财产品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7,481,596.10 

 

-12,335,266.33 

 

-447.06% 

 

主要系购买农行理财产品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

计 

3,720,960.62 

 

1,439,893.76 

 

-158.42% 

 

主要系本期归还短期借款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720,960.62 

 

-1,439,893.76 

 

-158.42% 

 

主要系本期归还短期借款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详见下表报告期内重要事项概述以及相关临时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再次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三年

内（2017 年度—2019 年度）继续享受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等优惠政策。 

2018 年 01 月 11 日 

详见公司指定法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咨

讯网（www.cninfo.com.cn）以及《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披露的《关于公司通过高新

技术企业重新认定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05）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6,000 万元购买农业

银行上虞支行保本浮动理财产品 
2018 年 01 月 11 日 

详见公司指定法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咨

讯网（www.cninfo.com.cn）以及《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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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

（公告编号：2018-004） 

公司 2018 年 2 月 8 日已完成工商登记注

册手续，并取得了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

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2018 年 02 月 13 日 

详见公司指定法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以及《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披露的《关于完成工商变更

登记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11）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8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25.00% 至 15.00%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1,740.03 至 2,668.05 

2017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2,320.0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影响公司半年度业绩有以下几大因素，第一，公司现有部分成熟产品的市

场竞争呈现白热化状态，而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市场推广仍需要经历一定的

时间周期。第二，由于全国化工行安全环保的提升整顿，使部分原材料供

应紧张，价格大幅上升；同时公司自身的安全环保费用随安全环保的提升

要求上升。第三，整个园区用工成本呈上升趋势，18 年公司加薪，员工福

利上升。为确保行业技术领先与市场占有率，我公司采取多方面措施。一

是加大管理研发投入，进行高端人才引进，优化公司人员结构，提高公司

技术及管理水平；二是加大新产品营销队伍建设，积极推进和开展新产品

的市场开拓工作，抢占市场份额，优化公司产品结构。基于上述因素的影

响，出于审慎考虑，在对公司 2018 年 1-6 月经营业绩预测中，做出净利润

同比-25%-15%的预测。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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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浙江中欣氟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寅镐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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