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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43              证券简称：瑞丰高材              公告编号：2018-055 

山东瑞丰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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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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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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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丰高材 股票代码 30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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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子阳 朱西海 

办公地址 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经济开发区 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经济开发区 

电话 0533-3220711 0533-3220711 

电子信箱 zhaozy@ruifengchemical.com stock@ruifengchemical.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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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4,174,428.95 539,628,664.53 3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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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4,295,173.04 14,816,574.58 266.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56,647,944.07 10,588,253.12 435.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99,815.23 -27,250,398.14 94.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 0.07 271.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 0.07 271.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05% 3.04% 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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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7,118,192.81 878,111,243.15 15.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78,876,139.38 510,791,955.94 13.3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9,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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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仕斌 境内自然人 22.27% 47,047,452 35,285,589 质押 7,500,000 

江苏瑞元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8.17% 17,253,066 0   

桑培洲 境内自然人 7.09% 14,971,018 0 质押 11,622,800 

常州京江通汇

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88% 10,299,372 0   

任元林 境内自然人 3.46% 7,316,961 0   

王功军 境内自然人 2.50% 5,286,239 0   

蔡成玉 境内自然人 2.36% 4,983,532 0 质押 4,334,330 

宋煜钰 境内自然人 2.04% 4,305,855 0   

张琳 境外自然人 1.83% 3,873,825 0 质押 3,443,4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77% 3,728,7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股东周仕斌先生与其他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股东

江苏瑞元投资有限公司与股东任元林先生是一致行动关系，未知其他上述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宋煜钰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270,284 股外，还通过中国银河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035,571 股，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 4,305,855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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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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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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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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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首先，随着公司产品应用领域越来越广，特别是以WPC地板和石塑板为代表的全屋装饰材料

行业的快速发展，使得公司产品需求较为旺盛；其次，因安全和环保主要的整改和治理任务于上一年度基

本完成，报告期产能利用率较高，产量较高，单位生产成本降低，毛利率提高；第三，报告期公司继续加

大研发力度，不断进行工艺改进，提高产品质量，拓展销售渠道，使得公司避免了同质化竞争，品牌优势

进一步凸显，保证了产品较好的议价能力。综合以上因素，报告期公司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4,417.44万元，同比增长37.90%；实现营业利润6,794.92万元，同比

增长230.74%；实现利润总额6,448.79万元，同比增长230.2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429.52

万元，同比增长266.45%。 

报告期开展的主要工作： 

（一）继续研发新产品，改进工艺 

    报告期，公司一是继续加大研发力度，对产品性能不断改进，更加适应客户需求；二是继续改进工艺，

对沂源ACR车间供热由高效煤粉炉改为市政蒸汽，并对原料罐区和控制系统进行了全面改进，有力降低了

安全和环保风险，提高了生产效率；三是对沂水MC抗冲改性剂项目进行了彻底整改，目前已经达到了试生

产条件，正在办理正式生产相关手续。 

（二）继续挖掘市场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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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公司ACR产品和MBS产品，与国际先进产品相比，已无明显差距。公司充分发挥产品优势和品

牌优势，规避同质化竞争，拓展销售渠道，扩大市场占有率，市场竞争力明显提高。 

（三）继续加强内部管理，提高规范运作水平 

报告期，公司进一步完善内部管理制度，调整考核管理办法，尤其是对生产管理与考核、安全环保管

理、采购招标、物流运输管理、设施设备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完善与细化，内部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健全完善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防范和降低经营风险；加强公司三会运作、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并通过互动易平台、电话沟

通、业绩说明会等确保与投资者的交流。 

（四）提高了员工薪酬待遇以及实施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报告期，公司职工收入同比有很大提高，职工队伍、技术团队和管理人员和稳定性和工作积极性有很

大提高。 

报告期，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有效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

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了《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并经2018年3月13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发表了相关意见；

2018年3月19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对原激励计划中考核指标及各激励对象间

的分配情况进行了调整，公司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发表了相关意见；2018年4月4日召开的2018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2018年5月2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对原激励对象名单和数量进行了调整并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公司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发表了相关意见；截至2018年5月21日，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限制性

股票授予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2018年5月2日，上市日为2018年5月24日；2018年6月

11日，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了新的营业执照（注册资本增加至211,220,592元）。详情请查看公

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发布的公告。 

（五）设立分公司事项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于2018年5月2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分

公司的议案》，决定在沂源县燕崖镇设立山东瑞丰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燕崖分公司；2018年6月11日，

分公司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取得了由沂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详情请查看公司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发布的公告。 

下半年，机遇和挑战并存。金融去杠杆、中美贸易战、房地产调控等对实体经济的发展造成很大不确

定性；公司及子公司临沂瑞丰的后备土地资源将全被纳入山东化工园区以及行业加速整合的趋势，又给公

司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综合实力带来了机遇。 

面对这种形式，公司要审时度势，保持清醒头脑，增强危机意识，继续按照2018年度的经营计划和目

标开展各项工作，稳健经营，将防范生产经营各环节中的各类风险放在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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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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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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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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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