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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00                           证券简称：高盟新材                           公告编号：2019-020 

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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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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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海涛 董事 出差 何宇飞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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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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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639171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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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盟新材 股票代码 30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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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向前 邓娜学 

办公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东流水工业区 14 号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东流水工业区 14 号 

传真 010-69343241 010-69343241 

电话 010-69343241 010-69343241 

电子信箱 zqb@co-mens.com zqb@co-mens.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营业务、产品及用途 

公司主要业务分两大类：一是胶粘剂业务，公司自1999年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高性能聚氨酯胶粘剂，在向客户提供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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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剂产品的同时也努力为其提供个性化、系统性的粘接解决方案，产品种类包括塑料软包装用复合聚氨酯胶粘剂、油墨连结

料、高铁用聚氨酯胶粘剂、反光材料复合用胶粘剂等几大类一百多种产品，产品广泛应用于包装、印刷、交通运输、安全防

护、家用电器、建筑材料等重要行业或领域。二是车用塑胶零配件业务，主要产品包括塑胶密封件、塑胶减震缓冲材、其他

汽车用相关产品等。 

（二）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主要为石油化工基础原料，为了确保生产任务的顺利进行，公司根据当月销售订单和次月生产计

划向供应商统一采购，并制定了完善的采购制度、供应商管理和质量保证体系，与各大供应商保持着长期、良好、稳定的合

作关系。由于原材料供应市场竞争充分，采购价格基本随行就市，同时公司有专人负责关注原材料价格波动，在原材料采购

量与产品订单保持一致的同时，对某些预期价格上涨的原材料会进行预先采购，有效控制成本。 

2、生产模式 

公司旗下的产品全部由公司自主组织生产，生产管理由分管经理直接领导，确保公司生产活动顺利进行的同时，符合国

家法律法规及国际质量标准，符合环保、职业健康安全方面的各项要求。产品生产过程中，首先由销售部门根据上月销售量、

已接受的客户订单、销售办事处报送产品需求和客户需求持续跟踪进行当月销售计划的编制工作，并将该销售计划反馈给生

产部门，然后生产部门根据此计划编制相应的当月生产任务，并组织生产。另外，公司也根据市场预测、生产能力和库存状

况生产部分常规产品，以提高交货速度，并充分发挥生产能力，提高设备利用率。 

3、销售模式 

公司销售模式采用直销模式。目前，公司营销网络已基本覆盖全国各地，建立起高效、完善的销售网络，为国内外客户

提供产品服务。在分组管理模式之下公司首先按照各应用领域建立各自专门的营销团队，从地域上则分别在上海、广州、成

都、重庆、大连、汕头、嘉兴、温州等地建立了8个办事处及仓储基地，具体负责国内外的营销网络管理、新老客户的开发

及维护、产品的配送及技术服务支持等。而新老客户的合同签订、订单处理、销售政策下达和信用政策等工作则由公司销售

部统一管理。同时公司销售过程中注重服务导向型理念，通过搭建技术交流平台、举办区域学术讲座、提供技术资料及客服

人员现场指导客户使用产品等，为客户提供最佳的粘结解决方案，完善公司的营销模式。 

（三）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始终坚持“适应多样化需求、提供专业化服务、提供最专业的粘接解决方案。只有客户的成功、才有高盟的发展”

的经营理念。公司通过优化产品结构、提升公司整体技术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充分发挥公司的规模优势、技术优势和品牌

优势等，持续满足市场和客户的发展需要，通过实施规模化和精细化营销战略，大力推行管理创新，走“做精、做强、做大”

的企业发展之路。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1,634.77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16,273.93万元，增幅为19.06%；实现

营业利润10,795.51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5,801.80万元，增幅为116.18%；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368.12万元，与

上年同期相比增加4,035.77万元，增幅为93.15%。报告期内华森塑胶良好的盈利能力对公司净利润的提升起到带动作用。 

（四）公司所处行业发展状况 

1、软包装领域： 

    2018年随着国家环保政策的全面实施以及对VOC排放的严格要求，软包装复合粘合剂逐步向功能化、安全性、环保性、

经济性等方向发展。目前软包装粘合剂主要以溶剂型聚氨酯粘合剂、无溶剂型聚氨酯粘合剂、水性粘合剂三大类为主。 

   （1）溶剂型聚氨酯粘合剂：传统溶剂型复合粘合剂因其性能优异一直在软包装领域占有重要份额。随着国家关于VOC

排放标准的逐年降低，公司报告期内投入大量研发资源，改良了溶剂型粘合剂VOC排放总量高问题，推出了高浓度涂布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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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粘合剂产品。该产品在保证粘合剂原有性能基础上，通过提升粘合剂使用浓度极大地降低了下游客户VOC排放总量，

结合VOC治理方案，有效地缓解软包装企业VOC治理难的问题。 

    （2）无溶剂聚氨酯粘合剂：无溶剂粘合剂具有突出的环保性、安全性、经济性，在软包装领域迅速发展，是包装印刷

行业VOC源头治理的最佳解决方案之一。公司无溶剂粘合剂产品从普通到水煮和蒸煮产品，应用领域从轻包装、重包装到

功能包装，复合结构包括塑塑、镀铝、铝箔、纸制品一应俱全，已经形成一系列产品。 

    （3）水性粘合剂：水性粘合剂包括水性丙烯酸复合粘合剂、水性聚氨酯复合粘合剂两大类，以综合涂布成本低、无VOC

排放、可有效利用原有溶剂型胶黏剂涂布设备生产等优势，是软包装粘合剂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报告期内公司对

于水性丙烯酸粘合剂，不断投入资源进行优化改良，形成一系列水性丙烯酸复合粘合剂，并于2018年推出一款新型双组份水

性丙烯酸复合粘合剂，并在客户中取得良好应用效果，为软包装较高功能要求领域提供有效的无VOC复合解决方案。 

    （4）油墨连接料：油墨连接料作为印刷油墨的基本材料之一，广泛使用于各类软包装印刷结构当中，并且随着印刷工

艺及设备的更新换代，表印及柔印油墨树脂市场需求量会急剧上升，公司鉴于国内及国际的市场需求，投入大量资源用于开

发表印、柔印及增塑剂型聚氨酯油墨连接料，已形成传统里印、表印及未来所需求的增塑剂型树脂等一系列产品。随着国家

环保政策的不断更新，VOC排放的要求更加严格，醇水性油墨连接料是未来发展趋势。公司为响应环保的号召，着重投入

资源研发醇水性油墨连接料产品。 

     随着国民对食品及药品安全的重视及更深层次的理解，已经不仅仅局限于食品、药品本身的安全，还涉及到了食品、药

品包装等接触材料的安全。《GB9685-2008食品容器、包装材料用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中明确限定了与食品类接触材料所

允许使用的材料清单及其应用过程的迁移限量。《GB/T10004-2008包装用塑料复合膜、袋干法复合、挤出复合标准》中也

明确限定了包装材料总的溶剂残留及禁止类溶剂种类及限量要求，都对胶粘剂提出了新的要求并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2、交通运输领域 

     受环保部《乘用车内空气质量评价指南》强制标准推行的影响，交通车辆行业的环保要求越来越高，用胶客户转向环保

型胶粘剂更加坚定，无溶剂、水性胶粘剂、热熔胶等低VOC排放的胶粘剂已经成为市场热点，应用越来越广，用量越来越

大。受新能源汽车大力发展的影响，汽车轻量化已经开始产业化，其中采用复合材料以及用胶粘剂技术替代传统的焊接、铆

接等工艺，重量更轻、性价比更好的复合材料替代传统材料也成为更多的选择，公司加大力度推出了适合交通领域使用的系

列特色产品，其中双组分高强度聚氨酯结构胶、双组份弹性粘结胶、PP材质粘接胶、耐高温密封胶等产品已经在行业中开

始应用，技术处于领先地位，PUR、水性粘合性也积累了足够的技术基础和市场基础，在新的一年将逐步推出。 

     汽车塑胶零部件方面，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的发展以及汽车产业专业化水平的提升，汽车零部件行业在汽

车产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汽车零部件行业仍然是国内最有前景的行业之一，还将保持增长趋势。在我国，塑料等非金属

材料在国产车上的应用相比进口车比例较低，国内汽车塑料用量与发达国家的平均用量之间的差距为行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

发展空间，同时国内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也为塑胶零部件行业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塑胶零部件企业通过对汽车内饰件、

外饰件乃至功能结构件的塑料替代化研发，提高行业技术含量，拓展行业产品线范围，扩大行业市场规模。公司全资子公司

华森塑胶主要从事汽车塑胶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其产品主要应用于汽车特定部位的零配件，随着国内汽车行业的进

一步发展、新能源汽车的急速扩张和自身技术生产能力的提高，公司在汽车塑胶零部件市场中的地位将更进一步加强。 

3、建筑及节能领域 

受环保理念的影响，建筑节能领域也在全面跨向绿色、环保，以往在市场占据主导地位的溶剂型胶水已经逐步减少直至

消失。以北上广深为重点区域的市场中，绿色、环保、节能的产品越来越受到重视，大量新的技术、新的需求已经在很多领

域展现和应用，如可回收人造草坪、集成式房屋建筑、外墙节能技术、门窗节能技术、屋顶节能技术、新能源的开发利用、

节能电子电器等。2019年建筑及节能领域仍然在持续改变中存在巨大的转变契机。无溶剂密封胶/结构胶/电子灌封胶、水性

胶粘剂、热熔胶等公司已经大力开发的项目将在新的一年提供稳定市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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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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1,016,347,696.22 853,608,371.88 19.06% 527,717,788.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3,681,217.92 43,323,516.73 93.15% 56,853,526.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1,272,898.14 39,605,891.50 105.20% 54,442,828.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9,346,822.23 49,331,548.19 364.91% 107,779,752.3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 0.18 77.78% 0.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 0.18 77.78% 0.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7% 3.87% 1.80% 7.36%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1,768,265,915.79 1,730,430,765.69 2.19% 873,583,900.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16,888,519.89 1,455,469,119.18 4.22% 782,848,2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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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704,290.43 252,857,186.27 264,800,486.34 248,985,733.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774,111.02 15,767,084.83 29,663,277.29 16,476,744.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000,733.93 13,565,113.15 28,817,832.89 17,889,218.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207,228.16 47,354,039.21 88,307,281.53 84,478,27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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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75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2,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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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金技术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84% 62,139,6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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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高盟投资

有限公司 1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80% 25,542,000 0 质押 19,670,000 

广州诚信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53% 14,403,292 14,403,292   

武汉汇森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26% 11,103,699 11,103,699   

唐小林 境内自然人 3.33% 8,689,676 8,689,676   

北京高盟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期员

工持股计划 

其他 2.95% 7,682,174 7,682,174   

王子平 境内自然人 2.24% 5,850,000 4,387,500   

北京壹人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

—壹人资本 1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2.17% 5,657,648 0   

中国人民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 

其他 2.03% 5,300,303 0   

胡余友 境内自然人 1.98% 5,172,330 5,172,33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前 10 名股东中，王子平为青岛高盟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高金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诚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武汉汇森投资有限公司、唐小林、胡余

友为一致行动人。 

2、除以上说明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注：1 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29 日收到持股 5%以上股东北京燕山高盟投资有限公司的通知，经胶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

该公司已完成工商登记变更，其公司名称变更为青岛高盟投资有限公司。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30 日在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变更工商登记信息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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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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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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国内经济增长放缓，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公司化工原材料价格持续高位，尽管2018年下半年部分原材料价格小

幅回调，但较2016年大幅上涨前仍处于较高的位置，公司面临宏观经济形势和成本居高的双重压力，在巨大的压力下，公司

积极着手狠抓内部管理，加强内部管控和梳理，对公司下一阶段发展战略进行梳理和调整，为公司的发展理出方向和思路；

进行资产优化，清理和盘活闲置资产，加强应收账款回收和信用管理，有效控制风险。同时为应对公司原材料价格上涨所带

来的巨大压力，一方面公司积极与客户协商对产品进行提价，另一方面调整产品结构，加快向绿色环保转型的同时提高产品

的性能和市场适用性，逐步开拓新型应用领域市场，积极提升产品的毛利率。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1,634.77万元，

与上年相比增加16,273.93万元，增幅为19.06%；实现营业利润10,795.51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5,801.80万元，增幅为116.18%；

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368.12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4,035.77万元，增幅为93.15%。 

     技术开发方面，报告期公司着眼于市场趋势进行前瞻性研究，根据下游应用领域的新型需求和市场趋势研究更为贴合市

场需求产品，同时注重提升产品技术的环保性能，不断加大无溶剂等环保型产品的投入，持续拓展产品的应用范围和领域，

提升产品的技术水平和附加值，积极向中高端迈进。报告期内公司在以下方面取得研发进展：包装领域，推出可以用于铝箔

结构、塑塑结构、镀铝结构的通用型无溶剂复合粘合剂，满足客户多方面需求；在BOPP/CPP结构上推出专用粘合剂，这类

结构在市场上特别是轻包装的应用领域需求量非常大，该专用胶强度高可满足市场需求。特种复合粘合剂如冷成铝专用胶在

泡罩药包冷成铝领域多家客户测试通过，达到了同类进口产品的水平，多家行业标杆客户已开始批量使用。成功推出的新型

水性丙烯酸洗铝专用复合粘合剂，针对洗铝结构易发生铝转移及复合强度低等问题进行配方设计与工艺调整，目前已得到国

内多家客户的认可及使用。公司的双组份水性粘合剂，解决了透明包装使用单组份水性粘合剂强度较低的问题，扩展了水性

粘合剂的应用范围，报告期内已经取得了部分客户的试用和反馈，并已有客户开始批量使用。公司成功推出的醇酯增塑剂型

聚氨酯油墨连接料产品，目前已经取得部分国内及海外客户试用并认可；表印及柔印树脂已开始稳定生产，订单量持续增长。 

    交通运输领域，公司推出的一系列高性能产品如双组份高强度聚氨酯结构胶、多功能双组份弹性粘结胶、PP材质粘接胶、

耐高温密封胶等，目前已在多家客车和乘用车厂成功应用，得到客户的一致认可，满足了环保改善要求和车辆轻量化要求。

公司推出了环保型内饰胶水、环保型喷涂材料、反应型热熔胶等产品，逐步打开市场。耐低温、耐疲劳客运专线用扣件系统

垫板在多家客户尤其是最大客户处多次验证成功，其产品的耐疲劳等性能在行业同类产品中具有明显的性能优势，得到客户

认可，已经与行业内重大客户开展合作。汽车塑胶零部件产品方面，公司着重在现有工艺基础上针对效率和产品性能加大研

发投入：成功导入新工艺高周波焊接设备，可实现PE膜/PP膜与吸音棉的有效焊接；顺利导入多台吸音棉自动裁切设备，研

究攻破送料精准度难题，打破传统人工裁切效率低下、危险系数高等问题，同时有效的保证了产出品尺寸零误差的要求；新

开发自动落料冲孔刀模，避免冲切余料落入刀模本体内腔中，防止刀模本体堵塞甚至发生形变，同时省去拆卸刀模、清理余

料的时间，提高加工效率。 

     建筑及节能领域，公司着重加大对无溶剂环保型产品的研发投入力度，报告期内，公司新开发的无溶剂胶粘剂包括无溶

剂聚氨酯结构胶、聚氨酯热熔胶、聚氨酯建筑密封胶、环保无卤电子灌封胶等新产品成功应用于集成式房屋建设、草坪铺装、

外墙节能技术、门窗节能技术、屋顶节能技术、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新能源电源灌封等领域。 

     销售方面，包装领域：报告期内公司基于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和环保因素影响，克服原材料价格持续高位运行等不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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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维持了毛利率并实现小幅增长。更加坚定“大客户战略”，提高公司大客户权重以及单一大客户使用高盟产品的权重；

对产品结构进行优化调整，顺应国家环保形势，“无溶剂粘合剂”持续快速增长；继续深耕功能性粘合剂市场，包括“药包用

粘合剂”、“耐苛性粘合剂”等均取得较好的市场反响并实现销售量的快速增长；“非传统”领域市场积极拓展，高科技防伪技

术实现新突破，无溶剂“印钞”防伪技术成功应用且销量持续增长；“新能源锂电池铝塑膜用粘合剂”开发取得新突破，进入市

场推广期；航天系列树脂通过客户认证，稳定供货。 

     交通运输领域：报告期内一些新型技术产品应用领域势头喜人，在汽车制造等领域实现业务新突破，市场前景值得期望，

公司研发并推出一系列高端产品如高性能双组份聚氨酯弹性密封胶、双组份高强度聚氨酯结构胶、杂化类粘接胶等，在客车

和乘用车行业取得重大突破，已经取得了国内客车行业领军企业的技术认可，国内排行TOP10中的客车客户大部分已成为我

公司的正式客户，在乘用车市场也开始取得突破，一些重要客户已经取得阶段性进展。公司推出的耐低温、耐疲劳客运专线

用扣件系统垫板已经与行业内重大客户开展合作，形成稳定销售。汽车塑胶零配件方面，通过成功导入新工艺高周波焊接设

备、多台吸音棉自动裁切设备、卡扣与EPP本体同步成型工艺、新开发自动落料冲孔刀模等，攻破技术难题，进一步提升加

工效率，丰富产品生产类型，提升客户满意度，扩大在汽车塑胶零部件产品市场竞争优势，为众多新客户的引进打下坚实基

础。 

     建筑及节能领域：报告期内，建筑密封胶／结构胶方面公司已与国内PC集成房屋渠道完成初步布局，逐步扩大高盟品

牌市场占有率，打破重点项目行业外资品牌大份额的垄断。人造草坪胶产品报告期内较上年同期有稳定增长，同时受制于中

美贸易关税以及原材料成本上浮整体利润水平较去年同期有所降低。 

     公司治理方面，报告期内公司从内部管理入手，进行了一系列提效增质措施：一是根据国家和监管部门政策的调整对公

司现有管理制度进行梳理更新，严格履行审批程序，使制度更为有效地适用到公司的管理发展中，为公司规范运行发挥更为

坚实的作用；二是对公司发展战略进行梳理调整，综合分析当前的经济形势、公司所面临的外界局势和内部运行状况，系统

排查隐患和影响发展因素，找出未来发展关键点，全面梳理下一步发展方向和思路；三是进行资产优化，提升资产质量，加

强应收账款的管理，严格管控应收账款的回收和信用管理，降低存货加快资金周转，对闲置且未来利用率不高的固定资产进

行计提减值准备，有效控制风险，使得公司资产质量得以很大提升，为公司未来的持续性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报告期内公司

适时推出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本次激励计划包括公司董事高管、核心管理人员及技术（业务）人员共83名激励对象，授予

股票数量共598.8万股，为公司业绩增长，将公司效益与员工利益有效结合，实现利益共享起到进一步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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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氨酯胶粘剂 619,719,714.67 476,069,384.09 23.18% 7.06% -17.76% 3.37% 

塑胶减震缓冲材 230,309,276.25 114,384,357.50 50.33% 133.61% 16.02%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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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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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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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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要求编制2018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本公司执行财会〔2018〕15号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

称 

本期受影响的报表

项目金额 
上期重述金额 上期列报的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59,323,713.11 280,045,765.94 
应收票据：44,079,602.71 

应收账款：235,966,163.23 

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并其他应收款

项目列示 
其他应收款 3,242,155.42 5,890,876.41 

应收利息：2,179,512.32 

其他应收款：3,711,364.09 

固定资产清理并入固定资产列示 固定资产 237,756,530.59 280,688,484.44 固定资产：280,688,484.44 

工程物资并入在建工程列示 在建工程 766,078.96 59,459.46 在建工程：59,459.46 

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76,749,950.66 81,284,036.41 应付账款：81,284,036.41 

应付利息、应付股利计入其他应付

款项目列示 
其他应付款 98,564,720.04 96,224,467.10 

应付利息：37,536.99 

其他应付款：96,186,930.11 

管理费用列报调整 管理费用 60,651,441.05 46,101,362.18 管理费用：88,679,722.79 

研发费用单独列示 研发费用 51,235,080.17 42,578,360.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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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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