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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37                            证券简称：新宙邦                            公告编号：2019-016 

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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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

因 

声明 

无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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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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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378,801,368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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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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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新宙邦 股票代码 30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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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志明 陈一帆 

办公地址 深圳市坪山区兴业路新宙邦科技大厦 20 层 深圳市坪山区兴业路新宙邦科技大厦 20 层 

传真 0755－89924533 0755－89924533 

电话 0755－89924512 0755－89924512 

电子信箱 stock@capchem.com securities@capchem.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是新型电子化学品及功能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主要产品包括电容器化学品、锂电池化学品、

有机氟化学品、半导体化学品四大系列。 

电容器化学品是生产电容器的专用电子化学品和关键原材料之一，其需求状况直接受到电容器行业规模及其发展状况的

影响。电容器作为三大基础元器件之一，广泛应用于信息通讯、消费电子、家用电器、汽车电子等领域。近年来，随着我国

计算机、信息通讯、家用电器、消费电子等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电容器的产品结构也相应的发生了变化，高压铝电解电容

器、固态高分子电容器、超级电容器、薄膜电容器的市场规模在不断扩大，其他电容器相对稳定。公司主营的电容器化学品

主要包括铝电解电容器化学品、固态高分子电容器化学品、超级电容器化学品。 

锂电化学品的主要产品为锂离子电池电解液，电解液添加剂和新型锂盐。锂离子电池电解液是锂离子电池的关键原材料

之一，下游为锂离子电池。锂离子电池具有循环寿命长、能量密度高、成本相对较低、安全性能好等特点，应用领域广泛。

锂离子电池电解液上游材料包括了溶剂，锂盐和添加剂。目前，添加剂和新型锂盐的开发，是电解液领域的重点研究方向，

其相较于传统锂盐和添加剂，可以针对性的解决当前锂离子电池普遍存在的循环寿命较短和安全隐患等行业共性技术难题，

能非常有效的改善电池循环和高低温等性能。根据应用领域的不同，锂离子电池电解液分为消费类锂离子电池电解液，动力

类锂离子电池电解液和储能类锂离子电池电解液。消费类产品需求受笔记本电脑、手机、数码产品、游戏机等消费电子领域

的需求增长影响较大；动力类和储能类产品需求则因新能源汽车和储能相关政策的利好，未来发展前景广阔。 

有机氟化学品主要为六氟丙烯下游含氟精细化学品，主营产品包括含氟医药中间体、含氟农药中间体、含氟聚合物改性

剂、含氟表面活性剂和含氟特种溶剂等，产品的技术门槛高，附加值高，广泛运用于航空航天、军事、含氟医药、含氟农药、

含氟聚合物、纺织行业、电子、机械、汽车、日用化学品等各个终端消费领域，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半导体化学品为公司近年重点发展的新领域，主要产品包括针对金属层蚀刻的混酸系列产品、酸碱盐类产品和可用作清

洗剂的高纯溶剂类产品。目前的应用领域主要集中在LCD面板、LED、集成电路、太阳能面板等制造加工领域，该领域为新一

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国家战略新兴产业。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行关键材料和装备国产化，大力支持国内企业的发展，

半导体化学品未来的发展前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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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和产品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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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2,164,805,980

.82 

1,815,626,791.

80 

1,815,626,791.

80 
19.23% 

1,589,213,791

.43 

1,589,213,791.4

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20,050,708.6

3 

280,053,787.3

4 

280,053,787.3

4 
14.28% 

255,919,671.1

2 
255,919,671.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96,260,782.0

9 

265,776,462.8

5 

265,776,462.8

5 
11.47% 

242,932,742.4

0 
242,932,742.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52,059,136.2

3 

176,986,144.7

3 

191,542,884.7

3 
83.80% 

189,345,164.1

8 
189,345,164.1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6 0.75 0.75 14.67% 0.7 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6 0.75 0.75 14.67% 0.7 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37% 12.45% 12.45% -0.08% 12.38% 12.38%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4,409,755,945

.24 

3,699,110,657.

18 

3,699,110,657.

18 
19.21% 

2,797,121,418

.75 

2,797,121,418.7

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770,963,989

.39 

2,418,748,542.

76 

2,418,748,542.

76 
14.56% 

2,178,082,550

.72 

2,178,082,550.7

2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的现金流量列报项目变更 

 

根据财政部《关于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将收到其他投资活动相关的现金

流调整计入到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相关的现金流。本集团相应追溯调整了比较数据。该会计政策变更减少了合并及公司现金

流量表中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并以相同金额增加了经营活动现金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但对现金和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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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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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58,118.88 536,257,565.24 565,097,482.06 613,392,814.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904,607.03 68,784,566.91 87,249,018.71 112,112,515.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8,749,784.18 63,699,387.48 86,670,193.44 107,141,416.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476,879.37 123,607,690.77 52,819,224.22 136,155,34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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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6,214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6,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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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覃九三 境内自然人 15.05% 57,099,936 42,824,952 质押 10,210,000 

周达文 境内自然人 8.58% 32,558,976 24,419,232   

钟美红 境内自然人 6.87% 26,083,104 19,562,328   

郑仲天 境内自然人 6.45% 24,491,168 18,368,376   

张桂文 境内自然人 3.59% 13,614,224 10,210,668 质押 2,510,000 

邓永红 境内自然人 2.37% 9,004,768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2.13% 8,069,200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嘉实环保低碳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85% 7,018,65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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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志明 境内自然人 1.60% 6,058,960 4,544,220 质押 590,00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其他 1.45% 5,500,03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覃九三和邓永红系夫妻关系，覃九三、周达文、郑仲天、

钟美红、邓永红和张桂文系一致行动人，除此以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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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6,480.60万元，同比增长19.23%；实现营业利润33,960.75万元，同比增长4.07%；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2,005.07万元，同比增长14.28%。报告期内，中美贸易战持续升级，国内货币和信贷政策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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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环保政策与监管日趋严格，部分原材料价格波动明显，但公司凭借着良好的技术创新和管理优势，及时响应国内外市场

形势的变化，有效控制成本波动，实现公司业绩稳步增长。 

报告期内，电容器化学品业务实现营业收入为 56,288.83 万元，同比增长18.64%。2018年电容器市场需求持续了2017

年的恢复性增长，在国家安环政策趋严，监管趋紧的大势下，公司凭借在生产、品质、环保规范等方面长期积累的优势，抓

住市场机遇，提高市场占有率，量价齐升，本期电容器化学品业务为公司贡献了较好的业绩。  

报告期内，锂离子电池化学品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107,249.82 万元，同比增长11.79%。锂电池化学品业务的增长得益于

国家新能源汽车市场的蓬勃发展所带来的销售增长。但2018年市场环境竞争异常激烈，上游原材料价格持续波动，电解液行

业价格总体承压且处于低位。报告期内，公司注重通过技术的提升为客户带来长期价值，以质取胜，追求锂电化学品业绩高

质量长期增长。 

报告期内，有机氟化学品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38,795.20 万元，同比增长40.82%，得益于产品结构的不断优化，海内外

客户的持续开发优化，以及国内市场对高端氟化学品的强劲需求。与此同时，子公司海斯福的国际市场新客户开发进展顺利，

并实现了批量交付，同时国内销售也实现了快速增长，从而实现公司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 

报告期内，半导体化学品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10,290.94 万元，同比增长48.22%，成为增速最快的业务模块。业绩高增

长一方面归因于该业务前期的技术积累和客户认证；另一方面得益于国内半导体/面板行业的迅猛发展，和核心材料国产化

的持续推进。 

总体来讲，2018年度公司在面临国内外较为严峻的经济形式下，紧紧围绕“明晰市场策略、完善战略布局、压强重点项

目、优化组织体系、提升增长质量”的工作主题，积极进取开拓市场、努力创新，保持稳健的经营策略，打造高效内部管理

平台，加强公司产品和基地布局，有序推进投资建设项目，保持企业健康持续发展态势，企业经营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截至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经营现金流充裕，经营稳健，保持了较强的偿债能力，财务风险小，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和

成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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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容器化学品 562,888,258.29 346,857,595.62 38.38% 18.64% 14.96% 1.97% 

锂离子电池化学品 1,072,498,235.92 777,379,990.75 27.52% 11.79% 20.00% -4.96% 

有机氟化学品 387,951,960.27 187,010,991.98 51.80% 40.82% 38.97% 0.64% 

半导体化学品 102,909,446.59 88,729,939.50 13.78% 48.22% 46.75%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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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38,558,079.75 24,574,532.01 36.27% 4.55% -6.50% 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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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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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务报表列报方式变更  根据《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8]15号）要求，资产负债表中，将“应收票据”和“应

收账款”归并至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将“应收利

息”归并至“其他应收款”项目，将“工程物资”归并至“在建工

程”项目，将“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归并至新增的“应付票据

及应付账款”项目；在利润表中，增设“研发费用”项目列报研

究与开发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化支出，“财务费用”项目下分拆

“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本集团相应追溯调整了比

较数据。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合并及公司净利润和股东权益无

影响。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的现金流量

列报项目变更 

 根据财政部《关于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

的解读》，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将原作为投资活动的现金流量，

变更作为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本集团相应追溯调整了比较

数据。该会计政策变更减少了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中投资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并以相同金额增加了经营活动现金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但对现金和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无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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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开始适用的时点 备注 

参见以下说明 新宙邦第四届董事会第

七次会议表决通过 

2018年01月01日  

1、会计估计变更原因 

a、目前公司合并范围内主体之间应收项目发生坏帐的风险较低；且单体报表计提，合并层面需要抵销，增加核算的复杂性。 

b、公司应收履约保证金是基于合同执行发生的特定性质的应收项，在合同正常履约情形下一般不存在较大信用风险。 

c、拟对公司合并范围内法人主体之间应收项目和应收履约保证金的坏帐准备计提进行变更，拟定变更日期为自2018年1月1

日起。 

2、变更前采取的会计估计 

按帐龄分析组合法计提坏帐准备,具体见附件表格部分.  

3、变更后采用的会计估计 

（1）合并范围内主体之间在单体公司持续经营期间且未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形下不计提坏帐准备。当负债主体出现中止经营

或资不抵债时，债权方应 

该根据应收款项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帐面价值的差额进行计提。  

（2）公司应收履约保证金在合同正常履行期间不计提坏帐准备，当合同执行出现异常时，应根据应收保证金预计未来现金

流量的现值低于其帐面价值的差额进行计提。 

4、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处理 

上述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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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年度，本集团与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人民币1亿元设立荆门新宙邦新材料有限公司，其中，本集团以现

金出资人民币8,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80%；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以现金出资人民币2,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0%。

根据投资计划的安排，本集团已与合作方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3月11日签署《投资协议书》。截止2018年5月

16日，公司完成工商登记，取得营业执照，纳入合并范围； 

2.本年度，本集团与本集团全资子公司新宙邦（香港）有限公司出资3.6亿元设立Capchem Poland Sp.z o.o.，其中80%由深

圳新宙邦对Capchem Poland Sp.z o.o.公司直接出资，20%由深圳新宙邦对新宙邦（香港）有限公司注资后再由新宙邦（香

港）有限公司对Capchem Poland Sp.z o.o.出资。深圳新宙邦最终拥有Capchem Poland Sp.z o.o.公司100%所有权。截止2018

年7月24日，Capchem Poland Sp.z o.o.公司完成工商登记及注册，纳入合并范围； 

3.本年度，本集团与邵武泓伟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邵武志伟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邵武红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共同

出资人民币36,000万元设立福建海德福新材料有限公司，用于在福建邵武市实施投资建设年产15,000吨高性能氟材料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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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预计总投资约人民币10亿元。其中，本集团以现金出资人民币24,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66.67%。本集团独立董事对本

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截止2018年9月7日，公司完成工商登记，取得营业执照，纳入合并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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