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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37                         证券简称：科顺股份                         公告编号：2018-027 

科顺防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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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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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666,6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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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科顺股份 股票代码 30073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毕双喜  李文东 

办公地址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红旗中路工业区 38号之一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红旗中路工业区 38号之一 

传真 0757-26614480 0757-26614480 

电话 0757-28603333-8803 0757-28603333-8803 

电子信箱 office@keshun.com.cn office@keshun.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营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 

1、公司主营业务 

公司专业从事新型建筑防水材料研发、生产、销售并提供防水工程施工服务。公司的产品涵盖防水卷

材、防水涂料两大类100多个品种，可为客户提供“一站式”建筑防水解决方案。 

2、主要产品及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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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产品或服务包括防水卷材、防水涂料等新型建筑防水材料及防水工程施工，主要应用于房屋建

筑、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城市道桥、地铁及城市轨道、机场、地下管廊、地下空间和水利设施等领域。 

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公司在建筑防水行业已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防水产品及解决方案广泛应用于

水立方、广州塔等国家和城市标志性建筑、市政工程、交通工程、住宅商业地产及特种工程等领域。公司

目前已与碧桂园、万达地产、华夏幸福等知名房企确定了战略合作关系并成为其重要供应商。 

公司为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中国建筑防水行业标准化实

验室等研发机构和省级研发中心、省级工程中心，目前公司已取得专利86项，其中发明专利18项，实用新

型专利59项，外观设计专利9项，具有较强的自主研发能力。“CKS科顺”、“依来德”、“APF”商标被

认定为广东省著名商标，高分子防水涂料产品被认定为广东省名牌产品。近期，公司已成功研发了在地下

工程具有广泛应用前景的APF-C高分子自粘胶膜防水卷材和科瑞普智能防水系统等创新性产品，同时在传

统自粘沥青基防水卷材领域不断进行技术优化，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品体系。 

3、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原材料采购主要为按需采购模式，即签订产品销售合同后按订单进行原材料采购，同时设定合理

的安全库存量。 

公司主要实行“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公司生产中心接到接到营销中心的订单计划后，综合考虑运

输距离、订单大小和缓急程度等因素将订单下发至各生产基地。在生产过程中，各生产基地根据市场预测

和库存情况生产部分常规产品作为安全库存，以提高交货速度，缓解销售旺季和设备检修期间的产品供需

矛盾。 

公司产品销售模式采取“直销+经销”模式。直销模式即公司在重点城市设立销售分公司，负责与大

型房企的战略合作、当地防水建材市场开拓及重大工程的招投标工作。经销模式即公司积极与各地建筑防

水材料商行和建筑防水工程公司建立合作关系，充分发挥经销商本地化、专业化的分销优势，以实现产品

的市场覆盖和快速推广。目前公司已与全国近600家经销商建立了长期稳固的合作关系。 

（二）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公司从事的行业属于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行业代码C30）。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表（GB/T4754-2011）》，公司属于非

金属矿物制品业（行业代码C30）下的防水建筑材料制造业（C30-3034）。 

根据中国防水协会相关资料，目前，我国防水行业处于一个落后产能过剩、产业集中度低、市场竞争

不规范的欠成熟阶段，呈现“大行业、小企业”的格局。据中国建筑防水协会统计，2017年防水行业主营

业务收入2,000.00万元以上规模的企业598家，其主营业务收入达到1,059.40亿元；国内目前拥有生产许

可证的防水材料生产企业1,500余家，无证生产企业众多，未来随着监管措施趋于更加严格，无证及生产

低质非标产品的企业生存空间会越来越小，市场竞争环境有望逐步改善。 

防水材料主要原材料为石油化工产品，上游行业为石油化工产业：产品主要应用于房屋建筑、高速铁

路、高速公路和城市道桥、地铁及城市轨道、机场、地下管廊、地下空间和水利设施等领域，因此下游客

户主要为房地产业、基础设施领域；因此，防水材料制造商议价能力相对较弱。同时，建筑防水材料发展

较为成熟，目前还没有可以完全替代的产品，产品被替代的风险较低。 

公司是中国建筑防水协会副会长单位，为行业协会认定的建筑防水行业综合实力前三强企业，2012

年-2017年连续6年被中国房地产研究会、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中国房地产测评中心评为中国房地产开发企

业500强首选供应商（防水材料类），并在2013年-2017年首选供应商品牌（防水材料类）测评中连续5年

排名第二；公司参与编制国家或行业标准32项，参与编制行业技术规范13项。 

公司现有工程防水品牌包括“CKS科顺”、民用建材品牌“ELOKT依来德”及堵漏维修品牌“ZT筑通”

等核心品牌，产品涵盖防水卷材、防水涂料两大类100多个品种，可为客户提供“一站式”建筑防水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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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公司现拥有佛山科顺、昆山科顺、重庆科顺、德州科顺、鞍山科顺、南通科顺六大生产基地，公司的

湖北荆门生产基地、陕西渭南生产基地也已在建设过程中，公司上述生产基地全面投产后，公司产品的供

应区域将进一步扩大和优化。 

公司的防水产品及解决方案广泛应用于水立方、广州塔等国家和城市标志性建筑、市政工程、交通工

程、住宅商业地产及特种工程等领域。与此同时，公司已与碧桂园、万达地产、华夏幸福等知名房企确定

了战略合作关系并成为其重要供应商。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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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年 

营业收入 2,038,788,127.61 1,473,418,297.14 38.37% 1,199,558,586.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7,679,960.09 264,446,344.22 -17.68% 164,902,584.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6,620,949.64 275,010,904.22 -21.23% 164,764,649.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9,920,290.86 113,839,922.36 -12.23% 16,364,467.6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8 0.63 -23.81% 0.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8 0.63 -23.81% 0.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15% 31.47% -15.32% 37.41% 

 2017年末 2016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年末 

资产总额 2,545,482,401.03 2,063,947,057.30 23.33% 1,322,697,585.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43,101,912.24 1,257,788,176.69 14.73% 559,589,32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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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771,890.36 575,456,226.28 552,889,787.72 622,670,223.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361,284.64 88,792,429.97 59,079,718.68 50,446,526.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141,564.35 91,984,209.99 56,529,357.20 49,965,818.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5,207,205.04 108,335,896.43 25,215,810.07 101,575,78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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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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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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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83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99,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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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伟忠 境内自然人 25.09% 153,211,368 114,908,526   

陈智忠 境内自然人 6.61% 40,383,950 0   

阮宜宝 境内自然人 6.56% 40,054,738 0   

陈作留 境内自然人 3.84% 23,438,684 0   

广东国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8% 18,784,054 0   

安徽产业并购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6% 18,071,000 0   

陈华忠 境内自然人 2.62% 16,004,736 0   

西藏数联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0% 12,800,000 0   

深圳市弘德和顺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9% 9,726,346 0   

方勇 境内自然人 1.39% 8,496,394 7,940,29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陈伟忠、陈智忠、阮宜宝、陈作留、陈华忠、方勇互为一致行动

人；广东国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弘德和顺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为私募投资基金，其基金管理人同为广东弘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

系，但两家机构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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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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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公司管理层紧紧围绕经营目标，夯实管理、提升业绩、做大做强。持续加强研发投入

力度，加快研发中心建设进度，利用技术创新优势不断开发新产品、储备新技术，保持公司行业领先

的技术优势和产品优势；加快生产基地建设，优化产能布局，进一步推进新生产基地投建工作，缓解

公司产能不足的瓶颈；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做好品牌建设，稳步提升公司的市场占有率。2017年度，

公司的经营情况具体如下： 

1、营业收入持续快速增长，资产愈加雄厚，各项经营指标正常 

2017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3,878.8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8.37%，主要原因系市场需求

旺盛，公司品牌知名度不断提升，产品订单增加所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1,768.00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滑17.68%，主要原因系原材料采购成本上涨、北京科顺生产基地停产以及产品销

售单价略有下降等因素影响所致。 

截至2017年末，公司总资产为254,548.24万元，净资产为144,310.19万元，较上年末分别增长

23.33%、14.73%，公司规模不断扩大，资产愈加雄厚；公司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等

主要经营指标均保持正常良好状态。 

2、继续加大研发力度，保持产品、技术领先优势 

2017年度，公司以自有资金预先投入研发中心项目，通过购置先进研发设备、引进高素质技术

人才、加强院校及研究机构的技术合作等方式，不断开发新产品，努力研究防水性能更好、产品更环

保、施工更便捷的新型防水系统解决方案；同时，通过优化配方和工艺，以及提高生产自动化水平，

有效降低生产成本。 

3、加快生产基地建设进度，缓解公司产能不足瓶颈 

2017年度，公司新建成投产鞍山科顺、重庆科顺、德州科顺、南通科顺四大生产基地，形成全

国六大生产基地的产能布局，有效缓解公司产能不足对业绩发展的制约，为公司的全国市场开拓提供

产能保障。募投项目荆门科顺、渭南科顺也已按规定取得建设前的各项资质，并已开展项目建设。 

4、IPO成功过会，公司发展迎来新机遇 

2017年12月6日，公司IPO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2018年1月25日，公司成功挂牌深交所

创业板。公司发展迎来了新的平台、新的机遇，募集资金的及时到位，有效解决了公司规模快速扩张

所带来的资金需求。公司将充分借助资本市场的平台，继续努力经营、做大做强，回报社会、回报投

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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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水卷材 
1,346,770,064.

53 
556,418,441.53 41.32% 36.19% 5.54%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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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水涂料 400,054,118.02 110,745,432.90 27.68% 25.39% -19.81% -15.61% 

防水工程施工 281,226,756.58 105,663,632.04 37.57% 73.41% 60.20%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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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度，公司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幅度达30%以上，主要原因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客

户订单增加导致主要产品销量增加以及防水工程施工收入增加所致；利润总额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下降主要系原材料采购成本上涨、北京科顺生产基地停产以及产品销售单价略有下降等因素

影响所致。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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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本公司自2017年6月12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②本公司编制2017年度报表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

30号)，将原列报于“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损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利得和损失变更为列报于“资产处置收益”。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调减2016年度营业外收

入185,684.03元，营业外支出523,430.73元，调增资产处置收益-337,746.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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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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