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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80                               证券简称：华峰超纤                        公告编号： 

上海华峰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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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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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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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5,835,71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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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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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峰超纤 股票代码 30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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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鸣 符娟 

办公地址 上海市金山区亭卫南路 888 号 上海市金山区亭卫南路 888 号 

传真 021-57245968 021-57245968 

电话 021-57243140 021-57243140 

电子信箱 chengming2003@126.com fu.juan@huafeng.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概要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超纤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拥有包括革用PU树脂、超细束状纤维纺丝、无纺布、含

浸等以及贴面、染色等所有产品涉及的工艺研发、生产能力。公司目前超纤材料产能近一亿米。 

公司以绿色生态为企业的发展理念，以技术创新不断开拓产品应用的新领域，贴近现实生活，打破传统消费理念，提高

人类生活质量。公司生产的超纤材料可以最大限度的还原真皮优良的触感和舒适度，并在回弹性、强度、防水、防霉变、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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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耐磨等性能上全面超越真皮，目前已广泛应用于运动、休闲生活和工业产品等众多领域，未来我们将立足于超纤本身的

特点和优势，开发更多新的功能性应用领域，超纤材料的市场需求总量也将持续稳定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凭借已经具备的生产技术、客户资源以及质量品牌方面的优势，通过不断优化产品结构、通过不断优化

产品结构、完善产业链、拓展产业布局的方式实现了营业收入稳步增长。启东基地7500万米项目已全部建成投产，产能逐步

释放。同时，公司进一步优化渠道，内外结合创造新的市场格局，不仅更多地走出去参加国外展会，大大拉近公司与客户、

与市场的距离，还特别重点加强了对终端品牌工厂、同行合作伙伴等新型营销渠道的构建，在超纤市场的市场占有率进一步

提升，龙头优势凸显。 

（二）威富通的业务概要 

威富通作为移动支付领域的技术服务提供商及增值业务服务商，业务范围涵盖移动支付接入服务、移动支付系统开发、

移动运营、移动商城以及行业定制化移动支付解决方案等，以其自主开发的云平台软件系统结合SaaS商业模式，向银行、第

三方支付公司、商户等移动支付行业的主要参与方提供技术加营销的一站式行业解决方案。 

威富通是微信支付首批签约受理机构、支付宝首批签约ISV（独立软件开发商）合作伙伴、京东钱包签约支付合作伙伴、

QQ钱包首批签约受理机构等第三方支付公司签约合作伙伴，其合作的第三方支付公司已经覆盖目前国内主流移动支付软件

客户端。威富通利用自身商户拓展团队和合作的渠道团队向银行、第三方支付公司导入商户资源，并且负责相关拓展商户的

移动支付接入技术服务、交易系统的开发维护和后续营销增值服务。 

根据中国证监会2012年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威富通所处行业属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I65）。威富通

作为移动支付领域的云服务技术提供商及增值业务服务商，一方面处于第三方移动支付产业链中，其发展得益于行业近年来

的爆发式增长。另一方面，威富通同时属于行业垂直型SaaS，通过自主研发的移动支付云平台软件系统为银行、第三方移动

支付公司、终端商户等提供移动支付解决方案。因此威富通主营业务的发展不仅受到移动支付行业的影响，同时也受到SaaS

行业的发展趋势与技术变迁的影响。 

威富通在移动支付软件服务行业具有品牌影响力，是细分行业内的优势企业，在移动支付软件服务业方面具有技术优势。

由于威富通的先发优势和技术优势较为明显，威富通的在该细分市场的领先地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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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5,127,058.50 2,505,593,912.49 22.33% 1,439,082,922.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5,421,303.89 249,291,729.69 18.50% 100,548,129.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9,781,131.70 235,499,550.48 -19.41% 75,971,680.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8,670,811.14 178,259,277.17 -39.04% -176,574,928.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 0.24 8.33% 0.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 0.24 8.33% 0.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92% 6.65% -0.73% 4.31%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7,539,574,490.71 6,621,061,858.52 13.87% 3,842,902,917.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129,389,055.44 4,864,742,156.12 5.44% 2,632,180,17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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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6,379,327.18 819,216,452.16 737,410,165.79 792,121,113.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0,638,502.12 107,046,088.79 69,627,347.15 18,109,365.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6,102,569.71 96,135,735.11 54,315,853.30 -56,773,026.42 



上海华峰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6,371,076.09 8,634,153.00 -30,966,594.58 257,374,32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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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7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7,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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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峰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31% 105,750,000 0   

鲜丹 境内自然人 7.28% 82,663,184 82,663,184   

尤金焕 境内自然人 6.20% 70,425,000 52,818,750   

蔡友弟 境内自然人 4.62% 52,521,064 52,521,064   

招商证券国际

有限公司-客户

资金 

境外法人 4.42% 50,188,293 0   

尤小华 境内自然人 4.40% 49,950,000 37,462,500   

北京奕铭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31% 37,576,434 37,576,434 质押 37,440,000 

陈林真 境内自然人 2.58% 29,250,000 21,937,500   

尤小玲 境内自然人 2.30% 26,100,000 19,575,000   

尤小燕 境内自然人 2.30% 26,100,000 19,575,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第一大股东华峰集团有限公司之控股股东尤小平及其直系亲属尤金焕、尤小华、尤小燕、尤

小玲、陈林真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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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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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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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面对中美贸易战持续发酵、国内宏观经济持续走弱等严峻形势下，我们在逆境中攻坚克难，取得了来之不易的

成绩。2018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065,127,058.50元，同比增长22.33%；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295,421,303.89元，

同比增长约18.50%。 

    华峰超纤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超纤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拥有包括革用PU树脂、超细束状纤维纺丝、无纺布、

含浸等以及贴面、染色等所有产品涉及的工艺研发、生产能力。 

    作为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2018年-2020年），我们始终专注于超纤材料这一细分市场，多年来精耕细作，坚守主

业。2018年，上游原材料价格一直居高不下，下游企业又频频遭遇到安监、环保等的严查，同时，又遇到中美贸易战持续发

酵、国内宏观经济持续走弱等严峻形势，超纤市场在2018年下半年出现了下滑，2018年12月，超纤下游行业开始补库存，公

司的产销量回升并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实现了全年生产经营目标的较好完成，经营业绩稳中有升。 

    经营业绩方面： 

    公司注重加强与终端品牌的直接沟通、合作，提高华峰超纤的品牌形象和市场影响力；同时，在新产品的推进方面持续

发力，积极拓展市场应用新领域，为未来超纤市场整体容量的增长打下基础。 

    技术创新方面： 

    公司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特别是在江苏启东建成投产后，在规模、量产上我们都已遥遥领先国内外同行，公司将在做大

做强企业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企业做优做精。报告期内，一方面，对现有的生产工艺上进行了优化提升，提高生产效率、降低

生产成本，同时提高产品的差异化水平，并计划在未来2-3年逐步扩大新生产工艺的应用规模，以提高经济效益；另一方面，

以低碳、环保、功能性、可回收的发展方向为指导，原创开发新的工艺技术，在报告期内已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大大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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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了公司的技术领先优势，我们计划在未来2-3年里使这一新技术使之实现量产，并投放市场。 

    公司坚持实施以市场为主导的开发模式和技术领先战略，建立项目为主，全过程改善，全员创新的研发体系。公司高度

重视知识产权的申请和积淀工作，现拥有授权专利51项，其中发明专利41项，实用新型专利10项。同时，公司还及主持和参

与制定行业标准14项，国家标准3项。 

     项目建设方面： 

    （1）江苏启东项目稳步推进，2018年已如期完成7500万米项目建设，并已逐步投产。 

    （2）信息化建设持续推进，MES系统的使用已覆盖上海金山、江苏启东两地三厂的生产全过程，SAP系统在报告期内

也已正式上线，有效地提高了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水平和效率。此外，公司牵头推进的《超纤维新材料行业供应链管理标识

解析集成应用》项目，获批为工信部2018年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支持项目，有助于推动公司的高质量发展。 

2019年，公司将继续深耕主业促发展，聚焦超纤产业，提升市场占有率。同时，我们将以技术创新支撑产业发展，依靠技术

创新推动产业改造，以期形成自己独有的主导产品和名优产品，牢牢抢占未来产业的制高点。 

 

    威富通作为一家移动支付解决方案提供商，业务遍及全球五大洲，超过40个多家和地区。 

    威富通的主营业务及收入主要包括：通过为银行及非金机构提供移动支付系统，收取技术服务费；通过为商户提供移动

支付接入服务和产品，收取商户服务费；基于支付为银行、商户等提供增值服务及整体解决方案，收取技术服务费。 

    报告期内，“断直连”及相关工作对威富通原有的银行业务模式产生了较大影响，并直接影响到了威富通的营收。基于威

富通前期的技术、资源、渠道储备，面对行业变化，威富通积极应对，开发银联等大客户、开拓新的业务模式和盈利增长点，

确保了第四季度交易量和流水的回升。 

    报告期内，威富通的业务开展情况： 

    （1）同银联全方位展开合作 

    “断直连”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威富通的交易流水，但同时也打破了移动支付市场的双寡头格局。威富通提前做出

了战略调整，通过寻求与银联在多个层面、多个领域开展深度合作，在产业链上游进一步巩固市场地位。 

    （2）全面铺开并落地行业解决方案  

    威富通在零售领域、校园领域、加油站领域等不同行业的多个领域，为其量身定制、输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以提升用户

粘性，为未来交易流水的攀升奠定运营基础。 

    2019年，威富通一方面将结合前期的技术积淀、运营经验和行业基础，在产业链上游进一步巩固市场地位，并挖掘更多

的业务模式和盈利增长点；另一方面，将对银行业务进一步细分，有针对性地对银行各细分业务领域进行差异化运营，以确

保其在银行业务方面的收入实现稳定增长；此外，威富通还将进一步渗透到更多的行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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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细纤维合成革 367,608,795.48 328,295,254.95 10.69% -28.61% -30.31% 2.18% 

超细纤维底坯 1,599,543,580.84 1,333,690,805.37 16.62% 52.06% 69.24% -8.47% 

绒面革 572,857,116.51 398,302,482.61 30.47% 0.96% -5.82% 5.01% 

软件服务费 323,306,380.62 62,122,196.73 80.79% 50.07% 53.19%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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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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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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

合并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应收利息”和“应收股利”

并入“其他应收款”列示；“应付利息”和“应付股利”并入“其他应付款”列示；“固定资产清理”并入“固定资产”列示；“工程物资”

并入“在建工程”列示；“专项应付款”并入“长期应付款”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2）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将

原“管理费用”中的研发费用重分类至“研发费用”单独列示；在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下新增“其中：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项

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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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威富通成立威富通（香港）科技有限公司，投资总额为港币5000万元。本公司持有威富通香港100%

的股权。公司从威富通香港设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会计报表范围。 

2、2018年8月，威富通与深圳市微智投资咨询中心合伙企业共同投资成立联银通富，投资总额为人民币3250万元。

本公司认购并持有联银通富53.85%的股权。公司从联银通富设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会计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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