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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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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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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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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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司 2019年 12月 31日总股本 92,16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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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利国际 股票代码 30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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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学良

办公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申长路 988弄虹桥万科中心

2 号楼 8楼

传真 0510-86158880

电话 0510-68838688-835

电子信箱 wangxl@baoligroups.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自上市以来，一直专注于高等级公路沥青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得益于登陆资本市场，公司沥青业务的销售规模

和盈利水平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由于沥青行业属于较传统行业，且具有周期性和季节性等特点，为了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保障公司业绩的持续增长，公司于2015年成立了江苏宝利航空装备投资有限公司，开始进入通用航空产业，主要为客户提供

通航运营和通航产业服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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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沥青业务

公司主营产品有道路石油沥青（重交沥青）、通用型改性沥青、高强度结构沥青料、高铁专用乳化沥青、废橡塑改性沥青等。

产品广泛应用于高速公路、桥梁、市政道路及高速铁路，在江苏江阴、湖南望城、陕西杨凌、四川泸州、新疆克拉玛依、西

藏拉萨、吉林九台投资设立了子公司，并配套了先进的生产设备。业务布局已辐射华东、华中、西北、川渝、新疆、西藏等

地区，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业务覆盖网络。

（2）通航业务

由于我国通航产业起步较晚，且受到低空空域改革尚未完成、基础设施（如通用机场）不完善等诸多因素制约，公司的通航

业务也处于边培育、边发展的阶段。通航运营业务由江苏华宇通用航空有限公司进行，主要为客户提供护林巡航、应急救援、

电力吊装、海上领航等服务；通航产业服务业务主要为其他通航公司提供新机和二手机的贸易、租赁、航材配套、维修定检

等。上海成翼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可以为客户提供完善、可靠的整机租赁方案，该业务开创了航空器租赁模式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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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年

营业收入 2,429,669,404.20 2,049,843,283.82 18.53% 1,799,779,368.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502,649.46 41,477,564.22 -4.76% 37,517,738.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931,158.55 1,383,760.19 184.09% -51,495,880.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0,449,617.68 196,187,581.14 -18.22% 364,707,757.1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29 0.0450 -4.67% 0.04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29 0.0450 -4.67% 0.04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9% 3.41% -0.22% 3.15%

2019年末 2018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年末

资产总额 2,899,484,688.89 2,957,260,515.78 -1.95% 3,065,816,565.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60,510,497.46 1,231,638,057.30 2.34% 1,197,754,962.8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53,208,479.45 605,873,878.31 825,685,857.46 744,901,188.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83,500.73 24,018,949.98 11,447,821.00 752,377.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201,292.48 17,012,194.13 9,877,807.15 -3,757,550.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309,872.92 -308,452,291.66 67,128,339.61 350,463,69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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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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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6,96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44,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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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德洪 境内自然人 30.65% 282,440,928 211,830,696 质押 225,462,500

周秀凤 境内自然人 4.73% 43,567,200 质押 35,560,000

张藤 境内自然人 0.37% 3,442,500

陈永勤 境内自然人 0.33% 3,060,000

周娟 境内自然人 0.33% 3,055,400

王潮彬 境内自然人 0.33% 3,000,200

费小军 境内自然人 0.32% 2,976,452

赖法卫 境内自然人 0.31% 2,839,200

金逸鸥 境内自然人 0.26% 2,389,900

董秀芬 境内自然人 0.25% 2,314,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周德洪和周秀凤为夫妻关系，是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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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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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管理层积极作为，坚定不移的在专业沥青行业深耕细作，同时兼顾通用航空产业的培育

发展。坚持以市场开拓为核心，以业务协同整合为主线，以资本市场为依托，明晰发展思路，上下齐心协力，努力践行公司

长期发展战略强化公司核心竞争力，努力提升公司产品和服务品质，稳步推进各项业务顺利开展，使公司在管理经营、市场

服务、技术研发和企业管理水平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公司经营业绩在稳定发展中求突破。但由于受到复杂的市场

环境影响，公司产品毛利率有所下降。公司2019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42,966.94万元，同比增长18.53%；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净利润3,950.26万元，同比下降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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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石油沥青 1,135,658,470.28 82,833,262.65 7.29% 13.68% -10.58% -21.34%

通用改性沥青 1,111,890,979.52 164,036,925.34 14.75% 26.77% 11.56%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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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业务年度口径汇总的主营业务数据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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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2017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
金融资产转移》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自2019 年6 月10 日起执

行财政部2019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自2019 年6 月17 日起执行财政部2019年修订的《企

业会计准则第12 号--债务重组》。执行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本报告期内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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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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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投资新设全资子公司宁波宝利乐泰贸易有限公司，宁波宝利乐泰贸易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该子公司

自设立日起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

2、公司投资新设全资子公司江苏宝利路面材料技术有限公司，江苏宝利路面材料技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该子公司自设立日起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