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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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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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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

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

红利 3.00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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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雨虹 股票代码 002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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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蓓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北路康家园小区 4号

楼 
 

电话 010-85762629  

电子信箱 stocks@yuhon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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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营业务介绍 

公司致力于新型建筑防水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和防水工程施工业务领域，是一家以

专业化的防水系统综合服务为基础，以民用建材、节能保温、非织造布、特种砂浆、建筑涂

料、建筑修缮等业务为延伸的建筑建材系统服务商。 

公司主要产品为建筑防水材料，广泛应用于房屋建筑、高速铁路、地铁及城市轨道、高

速公路和城市道桥、机场和水利设施、综合管廊等众多领域，包括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

堂、国家会议中心及鸟巢、水立方等2008年北京奥运场馆等中国标志性建筑和京沪高铁、京

津城际、北京地铁等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公司始终以“为国家、为社会、为客户、

为员工、为股东”为宗旨，以“产业报国、服务利民”为指导思想，以“为人类为社会创造

持久安全的环境”为使命，在深耕建筑防水行业的同时，还涉及节能保温、非织造布、特种

砂浆、建筑装饰涂料等多领域，旗下设有东方雨虹（工程业务）、雨虹（民用建材）、卧牛

山（节能保温）、孚达（节能保温）、越大（节能保温）、炀和（节能保温）、天鼎丰（非

织造布）、风行（防水）、华砂（砂浆）、洛迪（硅藻泥）、德爱威（建筑涂料）、建筑修

缮等品牌和业务板块。 

公司根据产品的用途和使用群体的不同，采取直销与渠道（工程渠道经销商和零售渠道

经销商）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产品销售。原直销渠道主要针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

成都、昆明等核心城市市场，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外加剂等专业细分市场以及大型房地产

公司、企业集团；原工程渠道主要针对全国核心城市市场以外的工程市场建立经销商网络。

报告期内，公司整合下属各公司、事业部在工程建材领域的业务，组建工程建材集团，负责

防水产品、华砂产品、卧牛山保温产品、德爱威产品在工程市场的销售及服务，以“有序发

展合伙人、高质量健康发展直销业务”为原则，深度融合原有直销和工程渠道，打破了前述

直销和工程渠道营销模式的属地界限，将工程建材集团按区域划分为北方区、华东区、华南

区三大片区，以大区形式整合及优化原有的直销模式与工程渠道模式相结合的工程市场营销

网络，提升营销及运营效率。零售渠道经销商，由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雨虹民用建材有限责

任公司负责管理，主要服务于普通大众消费者家庭装修市场，建立家装公司、建材超市、建

材市场经销商及电商多位一体的复合营销网络。报告期内，公司成立了北京虹运基辅材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并完成了对其增资、成立了北京顶之美建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期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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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民建市场家装辅料的物流运输及修缮等相关业务。 

（二）行业的基本情况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属于建筑材料行业之细分领域——防水建筑材料行业。防水建筑材料是现代建筑必

不可少的功能性建筑材料，随着城市的不断建设发展，防水行业处于快速增长期，行业景气

度较高。  

目前，国内建筑防水行业集中度较低，市场竞争不够规范，“大行业、小企业”依旧是

行业发展标签。防水生产企业众多，除少部分企业整体水平较高外，大多数企业规模小、技

术水平及生产工艺落后，市场充斥假冒伪劣、非标产品，落后产能过剩，行业竞争不规范，

行业环保问题突出。近年来，随着打假质检、环保督查、安全生产等产业政策对防水行业的

逐渐规范，以及防水行业的消费升级，大企业对品质的要求逐渐提升，大型防水企业的竞争

力不断增强，与历年相比防水制造行业市场集中度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逐步向龙头企业

聚拢。 

公司致力于成为全球化的建筑建材系统服务商，努力打造全产业链产品的生态系统。自

成立以来，公司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建筑和民用、商用建筑等提供高品质、完备的建

筑建材系统解决方案，致力于解决防水工程质量参差不齐、建筑渗漏率居高不下以及随之带

来的建筑安全隐患这一行业顽疾。二十余年来在建材行业的深刻沉淀，公司完成了企业的转

型升级，在研发实力、生产工艺、销售模式、标准化施工、品牌影响力等方面均居同行业前

列，成为中国具有竞争性和成长性的行业龙头企业，行业地位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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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14,045,708,250.74 10,292,965,441.05 36.46% 7,000,232,779.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08,221,286.20 1,238,836,792.54 21.74% 1,028,709,692.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23,057,092.18 1,141,010,956.23 15.95% 956,471,658.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3,946,629.91 68,211,165.39 1,386.48% 590,415,049.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1 0.83 21.69% 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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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0 0.80 25.00% 0.7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40% 21.91% -1.51% 23.17%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19,651,708,389.43 13,316,861,455.03 47.57% 8,856,548,542.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900,749,970.23 6,714,718,074.34 17.66% 4,974,514,33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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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4,587,600.65 3,708,416,355.24 3,687,604,020.54 4,745,100,274.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8,857,595.45 519,557,198.20 495,885,650.07 393,920,842.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6,132,853.06 452,309,914.31 466,332,140.13 328,282,184.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70,849,122.90 491,382,113.87 -151,217,118.97 1,544,630,75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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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8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6,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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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卫国 境内自然人 29.68% 442,871,891 332,153,917 质押 309,839,616 

许利民 境内自然人 6.02% 89,812,833 68,158,280 质押 45,799,923 

中信证券－中

信银行－中信

证券卓越成长

股票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2.55% 38,117,315 0   

全国社保基金

四一八组合 
其他 2.26% 33,686,696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兴全社会责

任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96% 29,246,198 0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兴

全合宜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

其他 1.88% 28,001,56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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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基金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54% 22,958,083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45% 21,707,351 0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兴

全轻资产投资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LOF） 

其他 1.37% 20,499,483 0   

向锦明 境内自然人 1.28% 19,046,215 14,601,751 质押 4,21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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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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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 

雨虹转债  128016 2023年 09 月 25日 183,948.48 

第一年 0.30%、 

第二年 0.50%、 

第三年 1.00%、 

第四年 1.30%、 

第五年 1.50%、 

第六年 1.80%。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2018年 9 月 25 日，“雨虹转债”第一年付息，计息期间为 2017年 9月 25日至 2018 年 9

月 24日，票面利率为 0.30%，每 10张“雨虹转债”（面值 1,000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3.00元（含税）。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报告期内，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于2018年6月21日出具了跟踪评级报告，维持公司

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同时，维持“雨虹转债”的债券信用等级为

AA+。上述跟踪信用评级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58.84% 48.23% 10.61% 

EBITDA 全部债务比 43.33% 57.42% -14.09% 

利息保障倍数 9.48 19.2 -5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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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概述 

2018年，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增加，世界经济的整体动能在减弱，在这

样的背景下，国家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和新发展理念，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有效应对

外部环境深刻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但同时，经济运

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 

报告期内，全体雨虹人全面贯彻落实《东方雨虹基本法》的精神，缪力同心、攻坚克难、

把稳方向、逆势前行，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绩。公司将经营策略调整为“稳健经营、稳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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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切实注重经营质量，把风险管控放在首要位置，推动公司高质量、可持续健康发展；

积极转型升级为“建筑建材系统服务商”，在巩固防水领域的同时积极拓展其他新兴业务板

块，零售市场稳扎稳打、建筑装饰涂料领域持续拓展、建筑节能领域深耕细作、建筑修缮市

场如火如荼；通过全面贯彻企业文化与价值观，以奋斗者为本，提升企业信仰与凝聚力；积

极推进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组织变革，总结并推广工程渠道领域“合伙人机制”的成功经验，

研究业务市场和销售模式创新，推动业务转型，充分发挥渠道+直销“1+1>2”的优势；进一

步巩固与开拓大型房地产公司的战略合作，探索拓展及延展客户资源的深度与广度，不断加

大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新兴基建及工业仓储物流领域等非房地产领域的销售和推广力度；通

过加强产品、应用技术、施工装备、生产工艺等方面的研发，进一步提升公司国际化技术研

发实力与创新能力；全面推行标准化施工服务体系，通过专业化的培训与管理，提升专业化

服务能力，培养并壮大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化施工队伍。 

为进一步推动“渗透全国”的战略目标实现，公司在杭州建德、河南濮阳、安徽芜湖、

青岛莱西、四川德阳等多地投资建设生产基地，充分发挥当地的资源与区位优势，完善防水、

保温、建筑装饰涂料、砂浆等多项业务的产能与业务布局，并采用国际先进的生产线，实现

智能化、自动化的“雨虹智造”生产体系。通过公司在产品研发、制造、应用技术、施工、

工程技术咨询、信息化与工业化高度融合等方面的领先优势，致力于为每一位客户提供品质

服务，在从中国防水行业的引领者向领导者的转变中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二、前期披露的经营计划在报告期内的进展情况 

（一）以企业文化为魂，全力打造人力资本。 

报告期，公司以《东方雨虹基本法》为核心基础，切实贯彻“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

以业务发展为中心，整合组织资源，提升人均效能。报告期内，公司将“作战有序、服务高

效、管控有力”的敏捷型组织建设、探索员工激励模式的创新及可持续性以及人才发展作为

人力资源工作的重点；以资源整合、战略重要性业务“升格建制”、支持业务的职能下沉为

原则实现组织架构的快速调整及落地；加强人才引进的方式和质量，形成公司人才库，注重

打造人才培养机制和人员培训体系建设。 

（二）加速品牌建设，驱动产品升级。 

报告期，公司继续探索并构建完善的内部品牌培育、建设与管理能力体系建设，通过多

元化媒体运营与合作，持续开展品牌宣传；强化品牌与产品、研发、市场的联动机制，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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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评估体系，依托特种防水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与海内外研发平台，提升创新能力，进一

步优化产品体系，提升品牌溢价。 

（三）精耕细作，市场为先。 

报告期，公司紧紧围绕市场、依靠市场、抓住市场、培育市场，继续深入市场调研工作，

进行数据整合与分析、产品策划与管理、市场推广等工作。公司进一步明确市场容量、市场

规模，挖掘新兴市场需求；依托变革后的销售网络与不断升级的合伙人机制，通过销售全过

程管理及加大对渠道资源的掌握，切实提升项目操作成功率；完善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打

通从客户需求到产品立项、核心研发、产品推广及销售、产品升级等各环节；深挖客户需求，

以防水产品与施工服务为核心，依托现有客户、渠道与管理资源，加快全系产品市场导入，

降低管理成本，提升业务效率。 

（四）坚持保质降耗原则，落实成本领先战略。 

报告期，公司坚持保质降耗原则，全面落实成本领先战略，以精益生产和全面创新为抓

手，各相关部门密切协作，无缝对接，保持了成本及质量领先优势。通过采购竞价谈判及择

机采购、产品配方优化升级及原材料替代、剔除产品内在及包装质量冗余、设备技改及工艺

创新，以及单元化经营、工厂间制造费用单项对标、能耗月度评估考核等措施，以提高生产

效率，优化产品核心竞争力。  

（五）健全全面风控体系，确保企业健康发展。 

搭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逐步开展风险闭环管理；对到期应收账款实行零容忍，加强应

收账款及到期应收账款的过程管理；加强内部信用风险管理，建立并完善渠道系统合伙人的

信用风险管理体系；加大对工程项目的过程风险管理，明确各业务单元第一负责人为本业务

单元管理风险的负责人，建立内控评价机制，提升管理的规范性。品牌维权工作以防为主，

积极开展项目工地和市场巡查工作；重点售假区域市场集中清扫，坚决依法打击损害公司利

益的制假、售假、用假行为；切实提升从业人员专业水平，进而加大涉假案件的刑事打击力

度。 

（六）加强信息化建设，打造智能服务体系。 

报告期，全面推行财务数据核算与报表、工资核算与报表、物流订单分配与物流信息反

馈、工程预算及工程管理、供应商及经销商管理的信息化，对已实现信息化的业务流程使用

情况进行内控检查；打通所有数据集中运转，提升信息化效率，全面支持大数据分析；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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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流程与审批节点，增加流程审批时效性与满意度考核，提高服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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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18,577,962.56 2,688,729,959.64 36.74% 37.19% 24.77% -3.66% 

防水涂料 3,976,325,066.84 1,544,884,946.83 38.85% 33.80% 26.13% -2.36% 

防水施工 1,950,997,050.22 544,199,896.94 27.89% 37.70% 30.97%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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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045,708,250.74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6.46%，主要系公司

各项业务拓展顺利，主要产品销量增加所致；实现营业成本9,187,089,970.45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43.34%，主要系公司本期销售收入增长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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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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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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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55次决议通过，本集团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以下修订： 

A、资产负债表 

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整合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将原“应收利息”及“应收股利”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 

将原“固定资产清理”行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 

将原“工程物资”行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 

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整合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将原“应付利息”及“应付股利”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 

将原“专项应付款”行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 

B、利润表 

从原“管理费用”中分拆出“研发费用”； 

在“财务费用”行项目下分别列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C、股东权益变动表 

在“股东权益内部结转”行项目下，将原“结转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

所产生的变动”改为“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 

本集团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财会[2018]15号文进行调整。 

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本集团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等无影响。 

②本集团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在编制现金流量表

时均作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列报，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调增2017年度收

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44,261,847.09元，调减2017年度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44,261,847.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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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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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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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新增合并单位共 22家，分别是荆门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许昌东方雨虹建

筑材料有限公司、湖南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北京虹运基辅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庐山华砂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东方雨虹智能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四川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

公司、雄安东方雨虹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上海雨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天津东方雨虹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浙江虹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上海雨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江苏东方雨

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北京顶之美建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广西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唐山炀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海安虹德置业有限公司、海安海润置业有限公司、岳阳江南

广德置业有限公司、德阳虹德置业有限公司、天津虹致新材料有限公司、上海越大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4）对 2019 年 1-3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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