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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09                           证券简称：集泰股份                           公告编号：2019-031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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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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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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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当日的总股本（扣

除回购专户股份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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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泰股份 股票代码 002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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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珈宜 王小昌 

办公地址 
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翔一路 62

号自编六栋二楼、五楼 

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翔一路62号

自编六栋二楼、五楼 

电话 020-85532539 020-85532539 

电子信箱 jitaihuagong@jointas.com jitaihuagong@jointas.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一家致力于开发密封胶和涂料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产品包括有机硅密封胶、水性密封胶、其他密封胶、沥青漆

和水性涂料等，产品广泛运用于建筑工程、家庭装修、集装箱制造、钢结构制造、石化装备和船舶游艇装备等领域。经过多

年发展，公司步形成了密封胶和涂料两大业务板块、五大业务品种、六大应用领域、新兴业务和成熟业务良性互动的产业架

构。 

（一）公司的主要产品及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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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密封胶产品的特点和用途 

根据密封胶的聚合物成分标准，公司密封胶产品可分为有机硅密封胶、水性密封胶及其他密封胶三大类。 

密封胶产品类

别 
聚合物类型 主要产品型号 产品特点 用途 

有机硅密封胶 

硅氧烷 

中性硅酮密封胶 

硅酮结构密封胶 

中性硅酮耐候胶 

高弹性硅酮耐候胶 

中性硅酮防霉胶 

建筑用阻燃密封胶 

双组分中空玻璃硅酮密封胶 

双组分硅酮结构密封胶 

良好的挤出性和触变性； 

对金属、玻璃、石材、瓷砖等建筑材料无腐

蚀、无污染； 

粘结性能优异，可与建筑材料形成很强的粘

结密封； 

耐老化性能优异，耐紫外线，耐臭氧，耐水； 

耐高低温性能良好，固化后在-40度至120度均

保持良好的弹性； 

双组分型号固化速度可调，深度固化快，适

合连续化施工。 

建筑幕墙的结构装配； 

中空玻璃密封； 

工业密封领域 

硅烷改性聚

合物 

杂化MS密封胶 

汽车内饰密封胶 

改性硅烷密封胶 

高模量、单组分、室温中性固化的新型杂化

体系的密封胶，兼顾了MS、PU和硅酮胶的优

越性能，安全环保； 

对绝大多数材料均有优异的粘结性，特别是

多孔材料；具有优异的抗紫外线性能、耐老

化性能和耐湿气性能。 

适用于同时需要具备

密封和粘结功能的建

筑尤其是装配式建筑

和工业领域 

水性密封胶 聚丙烯酸酯 集装箱用水性密封胶 

专门为集装箱和冷藏车的密封而设计，不含

有机溶剂，施工及使用中更加环保、安全，

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密封性及抗老化性 

适用于集装箱、冷藏车

接缝的密封 

其他密封胶 

合成橡胶 

防水嵌缝密封胶 

免钉胶 

氯丁型密封胶 

丁基型密封胶 

固化后形成塑形胶体，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

抗位移能力，防水耐潮湿 

适用于对防水要求较

高的领域：如：集装箱、

冷藏车接缝的密封，建

筑门窗密封 

聚氨酯 

聚氨酯泡沫填缝剂 

改性聚氨酯密封胶 

聚氨酯建筑胶 

粘结性强，固化后强度高，不开裂，不腐化，

不脱落，耐候保温，高效绝缘，固化后防水

防潮，可粘附于混凝土、涂层、墙体、木材

及塑料表面 

用于门窗与墙体之间

的填缝粘结，家庭装修

中孔洞填充以及防水

堵漏 

环氧树脂 石材干挂胶 

对各类石材具有良好的粘结性，无腐蚀，不

渗油，不污染石材，耐老化性好； 

双组分设计，固化速度可控、不受外界湿度

影响 

干挂法石材幕墙、金属

件的粘接； 

各种石材、金属、玻璃、

混凝土等材料粘接； 

地板砖、瓷砖粘接 

 

2、涂料产品的特点和用途 

公司生产的涂料产品可分为水性涂料和沥青漆两大类 

涂 料 类

型 
产品类别 主要产品型号 产品特点 用途 

水 性 涂

料 

集装箱水性

涂料 

水性集装箱外面漆 

水性集装箱内面漆 

水性底架漆 

水性集装箱中间漆 

水性集装箱富锌底漆 

水性集装箱木地板漆 

以丙烯酸乳液、水性环氧树脂、聚氨

酯或改性沥青乳液等作为成膜物质，

环保安全、无毒无味无污染； 

具有良好的附着力和快干性，不含铬、

铅等重金属防锈颜料 

集装箱内面、外面和底架全

方位喷涂 

水性防腐涂

料 

水性丙烯酸防锈底漆 

水性丙烯酸防腐面漆 

水性环氧防腐底漆 

水性环氧防腐面漆 

水性环氧导静电防腐底漆 

水性环氧导静电防腐面漆 

水性环氧富锌底漆 

水性无机富锌底漆 

水性双组分氟碳面漆 

水性双组分聚氨酯面漆 

水性丙烯酸氨基烤漆 

采用水性环氧树脂、水性丙烯酸树脂、

水性无机硅酸盐树脂、水性聚氨酯树

脂等作为成膜基料，不含有机溶剂，

不添加汞、铅等重金属含量高的防锈

颜料 

适用于环境苛刻、防腐性能

要求高的各种大型钢结构、

石化炼油罐内面、污水处理

厂、机械设备、护栏管道、

铸铁件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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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性硅丙防腐面漆 

水性建筑漆 

纳米彩色外墙漆 

高能桥梁漆 

水性氟碳漆 

真石漆 

具有抗紫外线功能，耐候性好； 

抗污能力强，耐擦洗能力强； 

耐酸碱、耐盐雾、抗风化； 

优秀的防水、防渗性能； 

具有金属光泽，有近似铝塑板的装饰

效果 

适用于宾馆饭店、豪华别墅、

花园小区、高档写字楼等外

墙装饰； 

适用于各类桥梁、隧道、电

厂、大坝等工程的涂装 

水性家装漆 

家居森林生态墙面漆 

净味全效生态墙面漆 

保洁抗菌生态墙面漆 

清新柔雅生态内墙漆 

超白净美生态内墙漆 

环保无毒无害，气味清新，即刷即住； 

具有优良的防霉、抗菌、抗黄变性能，

优良的耐擦洗性能，漆膜细腻光滑，

手感舒适 

家庭内墙涂刷装饰 

沥青漆 沥青底漆 沥青底架漆 
具有优良的耐水、防腐和耐候性，施

工方便 

适用于集装箱木地板、底梁

的防护 

 

3、主要业务收入来源 

2006年成立以来，通过清晰的市场定位和持续创新，公司业务经历了产品线和应用领域由单一到丰富，市场定位由低端

到中高端的发展历程。公司秉承“绿色环保、专业品质”的经营理念，紧跟绿色环保的行业发展趋势，经过多年耕耘，公司在

水性涂料、有机硅密封胶、水性密封胶等环保产品领域拥有领先优势。产品广泛运用于建筑工程、家庭装修、集装箱制造、

钢结构制造、石油化工装备、船舶游艇装备等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收入来源依次是：有机硅密封胶、水性涂料、水性密封胶、其他密封胶、沥青漆，分别占公司

主营业务收入的61.11%、21.45%、7.86%、7.51%、2.06%。 

公司有机硅密封胶产品主要应用于建筑工程市场。公司产品技术稳定，销售服务模式成熟、健全，在建筑工程市场已具

有较高的品牌知名度，是公司主要销售收入来源。报告期内，公司紧抓行业发展机遇，加强业务开拓，有机硅密封胶的销售

收入呈现增长态势。报告期内，公司有机硅密封胶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38.18%。 

水性涂料系公司近年来重点发展的业务之一。公司深耕水性涂料行业多年，技术储备完善，在水性涂料市场拥有一定的

先发优势，其应用领域从单一的石化装备市场逐步扩展至集装箱制造、钢结构及建筑工程市场，并得到了用户的认可。报告

期内，水性涂料在石化装备市场持续保持快速增长，但受集装箱市场销量及销售价格下降的影响，水性涂料产品整体销售收

入较上年同期下降14.53%。 

水性密封胶系公司为响应国家环保政策，主要为集装箱市场研发和推广的环保型密封胶，不含有机溶剂，施工及使用中

更加环保、安全，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密封性和抗老化性，适用于集装箱、货柜木地板与底梁间的密封。凭借绿色环保优势，

公司水性密封胶产品已获得越来越多的箱东和集装箱制造企业的认可和使用。受集装箱市场“油改水”政策的进一步推进，公

司水性密封胶更加受到市场的青睐。报告期内，公司水性密封胶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21.62%。 

其他密封胶主要应用在集装箱市场和建筑工程市场。虽然其他密封胶以其良好的防水性和抗老化性，在市场中仍享有一

定的份额，但是，由于其含有有机溶剂，不利于环境保护。目前，其他密封胶在建筑工程市场存在逐步被有机硅密封胶替代

的趋势，在集装箱制造市场存在被水性密封胶替代的趋势。报告期内，公司其他密封胶的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0.11%，

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从同期的8.73%下降至7.51%。 

沥青漆特指溶剂型沥青漆，系公司为集装箱制造市场研制的产品。受环保趋严、集装箱市场“油改水”政策的影响，报告

期内，沥青漆的销售收入持续下滑，较上年同期下降25.66%。 

（二）主要经营模式 

本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研发、采购、生产、质控和销售体系，采取“订单驱动+安全库存”的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采购部负责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材料采购工作，采购部下设不同岗位分工负责密封胶和涂料用原材料采购。目前公司

实行“以销定产、以产定购和安全库存相结合”的原则，根据客户订单及生产经营计划采用持续分批的形式向供应商进行采购。

同时，公司对供应商进行严格的管理，通过多种方式来控制原材料质量风险及供应风险，公司规定每种采购材料的备选供应

商须达到1-3个，对于影响产品质量的主要材料供应商，需经过公司六个月左右的考察和评审。公司已建立了完善的供应商

评价体系，从供应商等级、交付及时性、价格、质量等方面对供应商进行综合评价。 

经过长期的业务积累，本公司与一批信誉良好、质量可靠的上游原材料供应商建立了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形成了稳定

的物料供货渠道。 

2、生产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的生产通过神岗子公司、东洋贸易和大城子公司完成。 

公司采用“以销定产+安全库存”的生产模式。即：公司常规密封胶和涂料产品采用以安全库存作为计划，根据市场订单

进行调整的生产模式；部分调色产品采用订单生产模式。 

（1）密封胶的生产模式 

公司密封胶的生产主要采用自动化生产线批量生产与间歇式生产线相结合的方式。常规密封胶为客户常年需求，平时根

据保持必备的成品安全库存制定生产计划，并及时根据市场订单进行调整，采用自动化生产线批量生产，生产效率高。彩色

密封胶采用间歇式生产线。彩色密封胶根据客户个性化需求，按照客服部传送的市场订单，转化为生产计划单后，采用间歇

式生产线，切换效率高，可以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通过两种模式切换生产，相辅相成，公司有效避免了产品型号频繁更换

导致的成本浪费，提高了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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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涂料的生产模式 

公司涂料分为水性涂料和沥青漆两类。 

沥青漆采用批量连续性生产。沥青漆产品规格单一，生产部门根据订单和安全库存来组织生产。公司现有的生产设备可

以满足批量化生产的需要，长期保持连续性生产，生产过程都在密封状态下进行，自动化程度高。 

水性涂料的生产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制作成半成品状态经初检合格后分几种类型储存，此阶段生产比较流畅；

第二阶段就是按照市场部门传送的订单要求，由生产部转化成生产计划单后，对半成品添加不同的色浆进行再加工，生产出

客户需要的色漆，进行色度对比和相关性能检测合格后即予交付。 

3、销售模式 

结合公司各项业务的客户群特点，公司对各业务产品采用不同的销售模式或销售模式组合。具体情况如下表： 

业务类别 应用领域 产品名称 销售模式 目标客户群定位 

密封胶 

建筑工程 有机硅密封胶、其他密封胶 “直销+经销”模式 门窗、幕墙等工程企业 

集装箱制造 
有机硅密封胶、水性密封胶、

其他密封胶 
直销模式 集装箱制造公司 

涂料 

集装箱制造 沥青漆、水性涂料 以直销模式为主 集装箱制造公司 

钢结构、石化装备 水性涂料 “直销+经销”模式 
钢结构工程公司、石化装备制造

公司 

建筑工程、家庭装

修 
水性涂料 “直销+经销”模式 

房地产公司、装修工程公司、涂

装工程公司 

 

对于建筑工程和家庭装修市场，采取“直销+经销”的销售模式。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成都、重庆、武汉、

郑州等重点市场采用直销模式，在其他地区通过专营经销商进行代理销售，即采取买断的方式将产品销售给专营经销商、再

由其对外销售，以便调动更多的销售资源。使公司的产品突破区域、客户类型的限制，向各个市场区域渗透。通过这种“直

销+经销”的销售模式，有利于强化对终端市场的掌控能力，发挥中心城市的扩散效应，提升产品在全国范围内的知名度和影

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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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2,619,991.10 802,168,660.20 16.26% 501,370,917.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742,029.22 45,243,042.36 -58.57% 42,693,231.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197,039.22 40,629,376.57 -79.82% 39,029,090.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8,396,500.40 73,802,677.00 46.87% 55,660,773.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0 0.340 -67.65% 0.3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0 0.340 -67.65% 0.3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3% 16.69% -12.76% 16.41%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877,576,296.85 824,499,897.91 6.44% 467,745,796.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61,152,996.86 484,770,120.70 -4.87% 248,391,53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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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169,135.87 272,639,218.42 257,716,848.25 236,094,78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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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56,681.45 10,298,291.47 2,317,903.95 7,982,515.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53,615.00 7,543,325.60 1,639,712.45 1,167,616.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059,027.52 19,007,188.99 30,319,302.96 98,129,03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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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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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安泰化

学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5.35% 76,186,538 76,186,538 质押 7,142,900 

佛山泰银富时

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69% 11,234,457 0   

湖北九派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10% 6,895,281 0   

邹珍美 境内自然人 3.27% 5,496,581 5,496,581   

邹榛夫 境内自然人 2.54% 4,262,352 4,262,352 质押 3,061,300 

仙桃九派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4% 3,427,700 0   

马银良 境内自然人 1.06% 1,781,081 1,781,013   

周志满 境内自然人 1.05% 1,756,320 0   

何思远 境内自然人 0.96% 1,610,018 1,207,513   

陈中华 境内自然人 0.73% 1,229,42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本公司股东邹榛夫系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市安泰化学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持有广州市安

泰化学有限公司 95%的股权；2、本公司股东邹榛夫、邹珍美为兄妹关系；3、本公司股东湖

北九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仙桃九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除上述外，公司未知

悉其他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注： “佛山泰银富时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已更名为“新余集泰慧鑫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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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一家以密封胶和涂料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为核心业务的企业。自成立以来，公司通过不断适应市场需求，开拓产

品应用领域，完善产品结构，目前初步已形成了两大业务板块、五大业务品种、六大应用领域、新兴业务和成熟业务良性互

动的产业架构。 

公司秉承“绿色环保、专业品质”经营理念，充分发挥在建筑工程、集装箱制造市场的领先地位，并不断适应市场需求，

开拓产品应用领域，利用产品所具有的绿色环保优势，逐步扩大市场份额，同时通过改善产品质量、服务水平，提升品牌影

响力。在集装箱领域，公司充分顺应集装箱市场全面“油改水”的趋势要求，同时加大水性密封胶等环保产品在集装箱领域的

应用推广，由于公司产品性能优越，质量稳定，得到集装箱制造厂商、箱东的持续认可，巩固了公司在该领域的领先地位。

在建筑工程领域，公司除维护、稳固原有市场规模外，积极拓展新的业务渠道，在京东、天猫等电商平台销售产品，或提供

工程服务等方式，主动开拓新市场、新领域，实现销售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2018年，受建筑工程市场销售收入大幅增长的影响，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92,907.5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6.16%。

其中： 

1、有机硅密封胶 

报告期内，公司有机硅密封胶实现销售收入56,779.75万元，占公司主营业收入的61.11%，为公司的主要销售收入来源。 

在国家宏观调控和供给侧改革推进过程中，房地产行业进入“新常态”，即高速增长时代已经结束。但是，基于棚户区

改造、保障房建设力度增长，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与房地产相关的行业依然保持一定的市场空间。随着房地产市场新常

态的出现，与其相关的行业逐渐开始“洗牌”，行业集中度增加，低端产品逐步被淘汰，中高端产品需求明显。公司定位中

高端市场业务，契合市场发展方向。同时，公司加快品牌建设，加强业务拓展，提升市场影响力，公司建筑市场有机硅密封

胶业务稳步增长。报告期内，公司有机硅密封胶实现销售收入56,779.7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8.18%。 

2、水性涂料 

水性涂料系公司为响应国家环保政策，重点培育的新兴业务。经过多年培育，应用领域已从单一的石化领域发展至钢结

构、建筑工程及集装箱制造市场，已成为公司重要的业务收入来源。报告期内，水性涂料在石化装备市场持续保持快速增长，

但受集装箱市场销量及销售价格下降的影响，水性涂料产品整体实现销售收入19,930.88万元，较上年下降14.53%。 

3、水性密封胶 

水性密封胶系公司为响应国家环保政策，主要为集装箱市场研发的环保型密封胶，凭借绿色环保优势，公司水性密封胶

获得越来越多集装箱客户的认可。受集装箱市场“油改水”政策的进一步推进，公司水性密封胶更加受到市场的青睐。报告

期内，公司水性密封胶销售收入7,301.7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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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密封胶 

随着环保政策的逐步趋严，公司其他密封胶在集装箱制造市场已逐步被水性密封胶所替代，在建筑工程市场存在逐步被

有机硅密封胶所替代的趋势。报告期内，公司其他密封胶实现销售收入6,977.23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0.11%，占主营业务

收入的比例从同期的8.73%下降至7.51%。 

5、沥青漆 

沥青漆主要指溶剂型沥青漆，主要系公司为集装箱市场研发的产品，受环保趋严、集装箱市场“油改水”政策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沥青漆业务实现销售收入1,917.8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5.66%。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874.2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8.57%。在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的情

况下，净利润出现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受上游原材料厂商停产、减产导致供需关系变化的影响，公司产品所需主要原材料的

采购价格呈现大幅上涨，导致公司产品单位成本较上年增长明显，但考虑到下游客户对价格的敏感度及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

公司并未同等幅度提升产品单价，导致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产品综合毛利率较上年同期下降4.54%。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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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硅密封胶 567,797,455.52 132,857,531.86 23.40% 38.18% 17.84% -4.04% 

水性涂料 199,308,791.15 53,380,991.35 26.78% -14.53% -29.54% -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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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742,029.22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8.57%，主要系报告期前三季度公

司主要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导致公司全年销售毛利率大幅下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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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董事会会议批准，自2018年1月1日采用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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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将应收账款与应收票据合并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列示 
期末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列示金额236,891,235.41元；

期初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列示金额260,246,693.0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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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利息、应收股利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项目列示 
期末其他应收款列示金额7,047,895.99元； 

期初其他应收款列示金额3,815,807.85元 

固定资产清理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项目 
期末固定资产列示金额223,339,780.02元；期初固定资

产列示金额107,220,293.54元 

将应付账款与应付票据合并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列示 
期末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列示金额273,573,347.10元；

期初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列示金额171,575,111.70元 

应付利息、应付股利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项目 
期末其他应付款列示金额17,171,283.38元；期初其他应

付款列示金额17,169,820.63元 

新增研发费用报表科目，研发费用不再在管理费用科目核算 

增加本期研发费用34,736,878.67元，减少本期管理费用

34,736,878.67元；增加上期研发费用27,348,662.80元，

减少上期管理费用27,348,662.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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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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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市泰宇建材有限公司和上海安东泰粘胶剂有限公司完成注销，不再纳入2018年合并报表范围。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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