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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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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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均无异议。
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出席了本次审议 2018 年年度报告的董事会。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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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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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
424,501,514 股为基数（公司总股本 425,812,614 股，扣除公司股票回购专户股票数量 1,311,1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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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科化学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股票代码

300214

董事会秘书
田志龙
山东省昌乐县英轩街 3999 号

传真

0536-6283716

电话

0536-6283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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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箱

tianzhilong@ rikechem.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PVC塑料改性剂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为PVC加工行业、橡胶行业客户提供从复
合料配方、复合料加工工艺、新产品研发到客户服务的整体解决方案。塑料改性剂产品的主要用途：作为
需要改性的塑料基础原材料（合成树脂）的添加剂，改善塑料基础原材料的加工性能、力学性能、耐候性
能、耐热性能等化学性能和物理性能。塑料改性剂广泛应用于各种塑料异型材、管材、板材、型材、发泡
材料等塑料制品的生产。
（二）主要产品
公司生产的产品主要是ACR抗冲加工改性剂、ACM低温增韧剂、AMB抗冲改性剂、ACS抗冲改性剂，
专门用于提高PVC塑料加工时的加工性能、抗冲击强度和低温韧性等，公司的产品被广泛用于管道、建筑
材料、注塑、吹塑制品等领域。报告期内，ACR抗冲加工改性剂、ACM低温增韧剂、AMB抗冲改性剂和
ACS抗冲改性剂营业收入分别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为46.04%、49.82%、1.32%、1.27%。由于公司原有
AMB产品使用丁二烯作为主要原材料，丁二烯属于危险化学品，在生产、经营、储存、运输过程中对安全
有极高要求，如果出现操作不当容易引起安全事故。因此，公司为减少危险源头，杜绝安全生产事故，加
大了相关新产品的研发力度，开发了替代原有AMB产品的ACS产品。
（三）经营模式
公司的业务以客户期望为中心，针对行业中小企业数量多、客户需求差异大的特点，成立了复合料事
业部、ACM事业部、ACS事业部和海外事业部，通过各个事业部总经理、客户服务经理、方案经理、订单
履行与交付经理共同跟客户的持续沟通、共同研发及反馈，依托专业的营销队伍、快速的研发能力和稳定
的生产系统，发挥公司在加工助剂、抗冲改性剂和粉末橡胶等方面的技术优势，生产出性能优越、质量稳
定的PVC抗冲加工改性剂，并为客户提供适合其工艺、设备特点的综合解决方案。
（四）报告期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较去年同期下降24.62%，主营业务产品销量较去年同期下降18.29%。其
中，ACR产品销量较去年同期下降41.93%，ACM产品销量较去年同期增长13.03%，AMB产品销量较去年
同期下降90.98%。2018年第一季度，公司昌乐厂区受安全事故导致暂时停产影响，ACR产品和AMB产品
销量、营业收入以及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公司于2018年4月12日收到恢复生产的批复后积极组织
营销和生产等各项工作，2018年4月底至报告期末，昌乐厂区的产量和销量逐步恢复后，主营业务盈利情
况较第一季度好转。
（五）行业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及公司所处地位
随着人们生活品质的提高和塑料制品应用领域的推广，消费者对塑料制品性能要求将逐步提高，并且
功能要求千差万别，PVC塑料改性剂在PVC塑料制品配方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塑料改性剂行业的本质类
似于服务业，不同客户的发展战略、采购流程、工艺过程、机器设备等需求差别较大，能够适应经营环境
变化、准确掌握客户需求、以客户期望为中心、持续为客户创造价值的企业将进一步占据行业的领先地位。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聚焦客户的挑战和焦虑，为客户提供简单、适用、恰如其分的现实问题解决方案，随着
子公司新产能的投产，行业地位有望得到进一步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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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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1,568,771,296.29

2,103,216,856.38

-25.41%

1,547,033,609.85

102,767,774.37

95,085,473.53

8.08%

79,984,138.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8,745,322.25

107,769,940.45

-54.77%

72,449,725.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615,076.59

49,906,177.00

11.44%

-56,083,716.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

0.23

4.35%

0.2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

0.23

4.35%

0.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41%

6.52%

-0.11%

5.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1,815,886,977.66

1,731,496,557.07

4.87%

1,476,116,816.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21,665,814.84

1,589,084,533.72

2.05%

1,358,917,039.6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191,229,176.43

324,646,332.26

510,539,381.47

542,356,406.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975,050.97

23,292,721.15

27,552,283.84

16,947,718.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496,988.02

22,178,913.81

25,941,753.73

9,121,642.73

118,386,096.15

-20,760,009.87

-106,989,330.32

64,978,320.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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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17,317 个月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15,864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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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东日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持股比例
25.93%

持股数量
110,422,786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110,422,786 质押

72,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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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鲁民投金湖投资合伙企业（有
其他
限合伙）

8.64%

36,807,596

0

鲁民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鲁民投
其他
点金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7.00%

29,791,951

0

赵东升

境内自然人

1.77%

7,523,332

0

孙兆国

境内自然人

1.57%

6,672,622

0 冻结

赵光海

境内自然人

1.23%

5,250,000

0

深圳长城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长城汇理战略并购 9 号私募基金

1.04%

4,445,690

0

李超

境内自然人

1.00%

4,276,992

0

杨秀风

境内自然人

0.84%

3,594,498

2,695,873

江苏淮海型材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

0.72%

3,045,3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5,752,597

1、赵东升系赵东日之兄，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2、济南鲁民投金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鲁民投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互为一致动人；
3、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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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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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公司全体员工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全面落实年度经营计划，积极开展恢复生产工作，继续推
进发展战略，坚持从卖产品向为客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转型升级，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巩固。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68,771,296.29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5.41%；实现营业利润120,569,407.88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3.1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2,767,774.37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08%。
2018年第一季度，公司昌乐厂区受安全事故导致暂时停产影响，ACR产品和AMB产品销量、营业收入以及
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公司于2018年4月12日收到恢复生产的批复后积极组织营销和生产等各项工
作，2018年4月底至报告期末，昌乐厂区的产量和销量逐步恢复后，主营业务盈利情况较第一季度好转。
报告期内，日科新材料所属的位于潍坊市高新区樱前街以南、潍安路以东的土地、房产及附着物列入政府
征收范围，本次征收资产的补偿总额为人民币51,104,295.70元，其中包括房地产及地上附着物补偿金额
44,438,518.00元，拆迁补助和奖励6,665,777.70元，该补偿款扣除成本及相关费用支出后对净利润的影响金
额为42,653,580.01元，对报告期内实现的净利润金额影响较大。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544,809,343.12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4.62%，占营业收入比例为
98.47%；主营业务成本金额为1,340,628,026.93元，较去年同期下降22.81%；主营业务毛利率为13.22%，同
比下降2.03个百分点。其中，ACR抗冲加工改性剂受暂时停产影响，产品销量较去年同期下降41.93% ，实
现收入722,331,626.57元，收入同比下降39.76%，占营业收入比例为46.04%，毛利率同比下降3.84个百分点；
ACM低温增韧剂新产能于2018年8月验收并运行，产品销量较去年同期增长13.03%，实现收入
781,618,234.92元，收入同比增长23.15%，占营业收入比例为49.82%，毛利率同比增长1.17个百分点；AMB
抗冲改性剂受暂时停产影响，产品销量较去年同期下降90.98%，实现收入20,692,419.87元，同比下降
90.39%，占营业收入比例为1.32%，毛利率同比下降5.96个百分点；ACS抗冲改性剂实现收入19,932,697.99
元，占营业收入比例为1.27%，毛利率为16.99%。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年度经营计划，贯彻执行董事会的战略部署，积极开展各
项工作：
1、组织母公司恢复生产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因安全事故导致母公司部分主营业务陷入停顿，为彻底清除安全隐患，尽快恢复正常经
营，公司拆除发生事故的干燥车间以及项目相关设备。同时，公司对未发生事故的车间的相关问题进行排
查和整改，制定了详细的整改计划，主要包括天然气加热系统整改、梳理安全管理流程、组织员工培训、
提升从业人员素质等，相关问题已于2018年3月底基本整改到位。公司组织具有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对公
司进行安全现状评价，评价报告认为评价项目安全生产条件符合安全生产的要求。2018年4月12日，公司
收到昌乐县人民政府下发的《昌乐县人民政府关于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恢复生产的批复》，经县政
府常务会议研究，同意公司恢复生产。公司收到恢复生产的批复后积极组织营销和生产等各项工作，2018
年4月底至报告期末，昌乐厂区的产量和销量逐步恢复。
2、实施股份回购事宜
公司于2018年6月24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18年7月12日召开的2018年第二次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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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公司股份相关议案。公司决定以自有资金进行股份回购，回购金额不超过人民
币1.5亿元（含1.5亿元）且不低于3,000万元（含3,000万元），回购股份的价格不高于人民币5元/股，用于
公司员工激励或减少注册资本，回购期限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即2018年7月12日至2019
年7月11日）。
3、推进ACM和CPVC新产能建设
报告期内，日科橡塑全力做好“年产10万吨塑料改性剂ACM及1万吨氯化聚氯乙烯 CPVC项目”建设。
2018年8月初，该项目完成各项验收工作并正式投产运行。该项目作为“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项目库第
一批优选项目”中的高端化工项目，符合相关的产业政策，有助于提升公司的行业地位，增强公司的核心
竞争力，推动公司战略目标的落地。随着项目的逐步达产，公司业务规模将进一步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将
得到有效增强，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带来积极影响。
4、企业文化方面
公司将继续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在明确公司使命、愿景的前提下，明确了发展战略，并优化了组织结
构，建立了价值观考核体系，使全体员工聚焦于为客户创造价值，努力实现公司使命、愿景和战略。
5、营销方面
进一步优化了各个事业部中由客户经理、方案经理、订单履行与交付经理组成的“铁三角”的职责分工，
不断以客户需求为中心完善营销工作流程，推进与客户采购流程、生产流程、检测流程的无缝对接，通过
提供让客户满意的解决方案，提高客户的满意度和忠诚度。
6、管理创新方面
在优化组织结构的同时，继续明确各个职位的职责分工和协同关系，以效率更高、成本更低、质量更
好的满足快速变化的客户需求；同时，继续健全公司绩效管理体系，优化各个职位的绩效目标，建立了“以
贡献者为本”的薪酬体系，以完善公司价值分配机制。
7、技术创新方面
公司以客户需求为中心，继续加强技术创新工作，根据客户生产工艺过程、检测过程和产品存在的现
实问题，为客户提供能够满足客户需求、降低成本的新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报告期内，公司开发了替
代原有AMB产品的ACS产品，在确保客户满意的同时，有利于降低公司安全生产潜在风险，提高安全生产
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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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ACR

722,331,626.57

642,456,939.93

11.06%

-39.76%

-37.04%

-3.85%

ACM

781,618,234.92

663,883,059.82

15.06%

23.15%

21.47%

1.18%

AMB

20,692,419.87

17,534,655.46

15.26%

-90.39%

-89.67%

-5.96%

6

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ACS

19,932,697.99

16,545,927.14

16.99%

100.00%

100.00%

0.00%

其他

234,363.77

207,444.58

11.49%

-13.06%

19.61%

-2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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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昌乐厂区因安全事故导致报告期内暂时停产，涉及公司主营业务产品，导致主营业务
收入较去年同期下降24.6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下降54.77%。
报告期内主要利润来源于政府征收子公司日科新材料资产的补偿款，征收资产的补偿总额为人民币
51,104,295.70元，其中包括房地产及地上附着物补偿金额44,438,518.00元，拆迁补助和奖励6,665,777.70元，
该补偿款扣除成本及相关费用支出后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为42,653,580.01元，占报告期净利润的比例为
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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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的概述
1、变更原因
为规范企业财务报表格式，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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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财会[2018]15号”）。
按照财会[2018]15号文件的要求，公司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2、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
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及其他规定。
3、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的会计政策按照财会[2018]15号文件的相关规定执行。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
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
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4、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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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按照国家财政部印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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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起始日期开始执行。
5、变更审批程序
2018年12月9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会计政策变更发表了明确的独立意见。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由公司董事会审议，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财会[2018]15号文件的要求，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项目的列示，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
进行相应调整：
1、资产负债表主要是归并原有项目：
（1）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归并至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2）原“应收利息”及“应收股利”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项目；
（3）原“固定资产清理”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项目；
（4）原“工程物资”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项目；
（5）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归并至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6）原“应付利息”及“应付股利”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项目；
（7）原“专项应付款”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项目。
2、利润表主要是分拆项目，并对部分项目进行调整：
（1）新增“研发项目”项目，从“管理费用”项目中分拆“研发费用”项目单独列报；
（2）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增加列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只涉及财务报表列报和调整，除上述项目变动影响外，不存在追溯调整事项，
对公司资产总额、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均无实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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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包括：新设子公司山东国信恒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新设子公司的情况：
名称
山东国信恒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持股比例

设立

2018年7月27日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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