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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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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东材科技 60120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 杰 张 钰 

电话 0816-2289750 0816-2289750 

办公地址 绵阳市游仙区三星路188号 绵阳市游仙区三星路188号 

电子信箱 chenjie@emtco.cn zhangyu@emtco.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3,052,715,909.94 3,014,363,393.00 1.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299,163,227.39 2,321,680,020.90 -0.97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4,825,368.12 -56,864,890.97 126.07 



营业收入 810,651,890.83 838,500,139.33 -3.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8,813,256.49 66,687,755.74 -86.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156,347.14 26,739,692.83 -111.8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38 2.88 减少2.5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11 -90.9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11 -90.91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8,40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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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高金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94 143,759,600   无   

于少波 境内自然人 3.96 24,833,200   质押 19,515,000 

熊玲瑶 境内自然人 3.34 20,942,160   无   

唐安斌 境内自然人 3.09 19,391,600   质押 7,703,22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2.49 15,625,900   无   

熊海涛 境内自然人 2.27 14,196,772   无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

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4 6,535,900   无   

唐子舜 境内自然人 0.64 4,000,00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实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8 3,624,200   无   

张熔炉 境内自然人 0.57 3,547,80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六大股东熊海涛为第一大股东高金技术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一致行动人关系。公司第

四大股东唐安斌与第八大股东唐子舜为父子关系，为一

致行动人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8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形势有所弱化，主要经济体增速放缓、通胀上升、紧缩货币政策周

期开启。美国对全球的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频繁对中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发起贸易争端，

扰乱了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全球经济遇到的风险和困难逐步增多。上半年，我国经济形势整体

保持稳健，实现国内生产总值为 41.87万亿元，同比增长 6.8%，与去年全年持平。经济增长、通

胀和就业较为平稳，稳杠杆等供给侧改革扎实推进。 

2018年，是公司全面深化战略管理、聚焦产品创新、精准业务拓展、加强风险管控的关键之

年。公司董事会及全体员工恪尽职守、团结奋斗，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董事会年初制定的“创新

驱动，培育增长新动能；战略引领，实现发展新跨越”的总体工作思路，紧紧围绕年度经营目标

开展各项工作。上半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11亿元，同比下降 3.32%。由于受特高压电网投

资减速新开工项目减少的影响，公司与之配套的功能聚丙烯薄膜、大尺寸绝缘结构件等产品的市

场需求大幅下降，盈利能力下滑明显。其次，受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减产、环保监察力度

加大、国际政治局势动荡等因素影响，国际原油价格持续上涨，主要化工原材料价格均呈上涨态

势，人工成本和环保投入成本持续上升，进一步压缩公司利润空间。1-6 月，公司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81.33 万元，同比下降 86.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315.63 万元，同比下降 111.80%；实现基本每股收益 0.01元,同比下降 90.91%。 

 

(一) 主营业务分析 

1 财务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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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651,890.83 838,500,139.33 -3.32 

营业成本 672,905,598.71 651,136,010.25 3.34 

销售费用 40,733,329.74 38,297,974.09 6.36 

管理费用 87,362,188.60 97,805,375.62 -10.68 

财务费用 7,378,131.89 3,867,086.74 90.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825,368.12 -56,864,890.97 126.0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963,185.95 32,753,475.62 -51.2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456,471.90 66,250,155.40 -31.39 

研发支出 47,031,708.41 53,516,081.18 -12.12 

 投资收益  5,566,101.58 33,305,606.41 -83.29 

 营业外支出  2,867,513.84 1,309,240.75 119.02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本报告期较去年同期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数据减少了金张科技1-3月的数

据。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原材料价格上升，销售成本增加。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销售人员薪酬、业务费同比增加。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费用化研发费用支出同比减少；去年同期包含金张科技 1-3月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银行贷款净增加额同比增加，利息支出同比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本报告期内购买材料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销售商品

收到的现金与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相关的现金同比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工程项目投资支出同比增加；去年同期存在转让金张

科技 19%股权、天津中纺凯泰 100%股权收回投资的情形。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本报告期银行借款净增加额同比增加，但分配现金股

利较去年提前 1个季度。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内研发费用支出同比减少。   

投资收益变动原因说明:去年同期存在转让金张科技 19%股权、天津中纺凯泰 100%股权收回投资的

情形。   

营业外支出变动原因说明:固定资产报废同比增加。  

 

2 其他 

(1)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 适用 √不适用  

 

(2) 其他 

□ 适用 √不适用  

 

(二) 非主营业务导致利润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不适用  

 

(三)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适用 □ 不适用  

1. 资产及负债状况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

末数占

总资产

的比例

（%） 

本期期末

金额较上

期期末变

动比例

（%）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236,546,130.76 7.75 160,220,676.49 5.32 47.64 报告期内银行贷款净增加



额增加，货币资金增加  

 预付款项 49,741,924.19 1.63 36,215,788.19 1.20 37.35 预付材料采购款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39,334,911.15 1.29 92,266,245.39 3.06 -57.37 
收回到期银行保本理财产

品投资 

 在建工程 74,021,304.29 2.42 28,768,926.11 0.95 157.30 工程项目投资增加 

 开发支出 9,374,848.60 0.31 6,708,554.64 0.22 39.74 资本化研发项目支出增加 

长期待摊费用 1,261,187.18 0.04 292,549.26 0.01 331.10 
报告期内装修及改造费用

增加 

 短期借款 375,327,484.96 12.29 274,406,935.89 9.10 36.78 
为应对流动性紧缩，银行

贷款增加 

 应付票据 95,022.00 0.00 300,779.78 0.01 -68.41 部分应付票据到期已兑付 

 应交税费 7,609,537.46 0.25 31,159,976.79 1.03 -75.58 

缴纳期初应交增值税、应

交所得税；本期利润减少，

应交所得税减少 

 其他应付款 13,033,764.09 0.43 6,750,357.75 0.22 93.08 工程项目投标保证金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16,500,000.00 0.54 34,000,000.00 1.13 -51.47 偿还部分到期长期借款 

 

2. 截至报告期末主要资产受限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详见 “合并报表附注 第 78 项 所有权或使用权受到限制的资产” 

 

3. 其他说明 

□ 适用 √不适用  

 

(四) 投资状况分析 

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适用 □ 不适用  

2018 年 5 月 15 日，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苏州星烁纳米科技有限公司及其股东 

签署《增资协议》，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2,000.00 万元向星烁纳米进行增资。其中：新增注

册资本 53.31857 万元，其余的增资价款 1,946.68143 万元人民币计入星烁纳米的资本公积。本

次增资完成后，东材科技持有星烁纳米 4.00%的股权。 

 

(1) 重大的股权投资 

□ 适用 √不适用  

 

(2) 重大的非股权投资 

□ 适用 √不适用  

 

(3)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不适用  



 

(五) 重大资产和股权出售 

□ 适用 √不适用  

 

(六) 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子公司 

名称 

所处

行业 

主要产品或

服务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四川东方绝缘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 

化工

行业 
功能膜材料 24,577.37 148,247.26 123,798.19 45,761.88 800.69 

江苏东材新材料

有限责任公司 

化工

行业 

绝缘材料、高

分子材料、精

细化工材料 

36,000.00 65,173.92 31,119.94 16,081.28 -492.86 

太湖金张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电子

行业 

光学光电子

材料、电气绝

缘材料、功能

性薄膜材料 

6,529.81 33,313.97 17,895.93 16,300.84 1,545.27 

 

(七) 公司控制的结构化主体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其他披露事项 

(一)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

的警示及说明 

√适用 □ 不适用  

2018年上半年，由于受特高压电网投资减速新开工项目减少的影响，公司与之配套的功能聚

丙烯薄膜、大尺寸绝缘结构件等产品的市场需求大幅下降，盈利能力下滑明显。其次，受石油输

出国组织（欧佩克）减产、环保监察力度加大、国际政治局势动荡等因素影响，国际原油价格持

续上涨，主要化工原材料价格均呈上涨态势，人工成本和环保投入成本持续上升，进一步压缩公

司利润空间。预计第三季度，经营形势扭转的可能性较小。 

此外，2017年上半年公司出售所持天津中纺凯泰特种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转让所



持太湖金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9%的股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3,057.79 万元（经审

计），本年度无此类业务。综上因素影响，公司预计 2018 年 1-9 月累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同比降低 65%-95%。 

 

(二) 可能面对的风险 

√适用 □ 不适用  

1、外部经济环境与市场风险  

由于国内外宏观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市场预期不确定因素增加，公司主营业务的市场需

求将受到影响。公司所处行业属完全竞争市场，随着国内竞争对手产能的增加和水平的提高，以

及国外同行产能向国内转移，市场竞争不断加剧。  

针对上述风险，公司一方面将依靠技术优势、品牌优势、客户优势，继续占据行业竞争的制

高点，实施差异化竞争策略；另一方面加快技术升级，不断开发新产品，优化产品结构；另外还

必须持续稳定提高产品质量，不断降低产品成本以应对更激烈的市场竞争。  

2、产能利用不足的风险 

公司募投项目已全部投产，相关产品的产能大幅增加，新增产能能否顺利实现预期目标，很

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公司技术开发能力和市场营销能力。如果未来市场环境出现较大变化，销售未

能实现预期目标，或者出现对产品产生不利影响的客观因素，募投项目的新增产能将对公司销售

构成一定的压力。此外，募投项目建成后固定资产折旧有所增加，若新建项目未能实现预期效益，

则新增固定资产的折旧将可能摊薄公司的盈利水平。 

针对上述风险，公司应积极开拓市场、进行产品推广，为新增产能的消化做好充分的准备；

其次，利用公司的技术优势不断进行产品结构调整，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另外，公司还将加强生

产组织和管理，提高产品品质，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竞争能力。  

3、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公司主要产品涉及聚丙烯、聚酯切片等化工材料，且原材料成本占产品总成本的比例较高，

其市场价格与国际原油价格密切相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公司产品成本。受国内外宏观经济

形势和石油价格波动的影响，公司主要原材料价格变动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对公司的生产成本有

较大影响，进而影响公司经营业绩的稳定性。  

针对上述风险，公司将根据实际原材料价格走势，适度提高相关产品售价，合理传导原材料

成本上涨压力；加强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提高原材料利用率，同时继续加强对原材料的科学管理，

密切关注原材料的价格变动走势，保持与原材料供应商的紧密沟通，及时了解市场的供求关系，

在保证公司正常生产需要的前提下，通过合理调整原材料的库存，有效降低因原材料价格变动而

带来的经营风险。 

4、环境保护的风险  

随着国家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全面实施，大众的环保意识逐步增强， 《新

环保法》的实施，国家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视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公司属于化工行业，生产

经营过程中伴随着三废的排放。尽管公司历来重视三废处理以及环境保护，但对于偶发因素造成

的“三废”排放处理不当，可能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的污染，从而给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带来影响。  

针对上述风险, 公司将强化日常管理和环保设备设施的维护保养，确保环保设施运行正常，



各项污染物全部达标排放。严格执行国家环保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废水、废气、厂界环境

噪声委托资质单位进行监测，危险废物交资质单位进行安全处置，主要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污

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在政府环保部门核定的排放总量指标以内。 

5、人才流失和人力成本上升的风险  

人力成本是公司经营成本的重要构成部分之一。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生活成本的

上升，社会平均工资逐年递增，具有较高专业水平和丰富业务经验的中高端人才的工资薪酬呈显

著上升趋势。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工资水平的上涨，公司面临人力成本上升导致利润水

平下降的风险，在目前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公司仍然不能完全杜绝人才流失的风险。而

且随着公司持续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针对上述风险，公司将采取有效措施，完善薪酬考核制度和员工激励机制，建立公司员工和

股东的利益共享机制，稳定现有管理团队及核心员工，最大程度减少优秀人员流失，保障公司的

可持续发展。此外，公司将继续通过内部培养和外部招聘等多种方式，为公司的生产经营配备综

合素质高的各类人才。 

6、汇率风险  

受到国际经济、金融变化的影响，汇率波动变化对公司原材料进口和产品出口均会造成一定

影响。  

针对上述风险，公司将主动利用银行或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工具规避和降低汇率波动带来的

损失，提高公司自身控制汇率风险的能力。同时，通过选择有利计价货币、在合同中订立货币保

值条款及适当调整产品价格的方式防范汇率风险。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