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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87                           证券简称：蓝晓科技                           公告编号：2017-012 

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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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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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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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9575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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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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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晓科技 股票代码 300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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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成 王亚斌 

办公地址 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 135 号 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 135 号 

传真 029-88453538 029-88453538 

电话 029-81112902 029-81112902 

电子信箱 pub@sunresin.com pub@sunresi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的主要业务 

吸附分离技术是众多工业领域所需的基础技术，在下游生产过程中起到分离、纯化的作用，在生物医

药、金属、食品、环保、化工和水处理等领域获得广泛应用。公司主营业务是研发、生产和销售吸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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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材料，并提供载有特定工艺的系统装置，以及一体化的吸附分离技术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充分把握经济转型和行业发展机遇，紧紧围绕战略规划，一方面紧密结合下游应用领

域的技术、工艺发展状况以及重点用户需求，持续推进技术创新并实现产业化，围绕材料、工艺和整体服

务的主营业务，夯实优势品种，大力拓展新兴高技术领域。报告期重点新增了层析介质、废水处理、化工

等领域产品。 

另一方面，继续探索现代服务业模式，发挥材料制造、应用工艺、系统装置三方面的综合优势，为下

游新兴的、专业化要求高的行业提供专属的吸附分离服务。经过近五年的探索，吸附分离服务模式得到市

场认可，并已纳入西安市现代服务业试点。这一服务模式创新，充分发挥了公司的技术优势，增加盈利能

力，同时促进下游应用领域的技术发展。 

（二）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1、下游市场需求的拉升是外在驱动因素 

生物制药板块中，原料药抗生素领域需求平稳，生物医药市场快速增长。 

原料药方向，抗生素行业自限抗政策之后一直低位平稳。报告期内，国家环保政策趋紧导致产业集中

度加大，市场份额重新分布；去库存带来需求回暖，进而带动增加公司头孢系列和酶载体系列产品的需求。 

生物医药方向，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加深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是推动我国医药行业持续增长重要

动力，尤其是高端生物医药行业将迎来发展机会。近年来在化学药和中药不能有效治疗的疾病领域发病率

有所升高，生物技术药物的重要性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生物技术药物产业具有较强的市场潜力，将成为

今后生物医药产业的重要推动力。在目前高端生物医药领域，原料有效成份的分离纯化技术成为掣肘。用

于多肽的固相合成载体、用于重组白蛋白、禽流感疫苗等的层析介质将迎来快速的发展机会。 

环保化工板块中，受供给侧改革和严格的环保政策常态化影响，减少排放、工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成

为相关产业生存方向，从而大幅增加了吸附分离材料及技术服务在环保化工领域的需求和市场空间。 

金属板块中，部分小金属价格走势直接刺激湿法冶金行业产能释放，进一步带动吸附分离材料的消耗

和技术服务需求。以镓为例，2016年三季度到四季度，价格由700元/公斤左右上涨1000元/公斤，表现为

镓生产线开工率由年初的较低到四季度恢复到较高水平，行业整体景气程度转好。公司的镓提取树脂销量

增加，新项目需求活跃。随着行业景气度回升，下游需求逐步释放，包括钴、锂、铟、镍、铼和粉煤灰资

源化等下游客户新增投资的动力愈加明显，带来新增吸附分离技术服务的机会。 

国际市场扩展，一方面是欧美市场寻求高质低价原材料以应对本国市场的不景气，中国做为新兴市场

在创新产品的服务综合能力方面获得认可；另一方面公司产品和技术经过国内市场十余年的打磨，在性价

比及技术服务对终端客户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均具备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某些细分的、专业技术要求较

高的领域甚至处于独有的领先地位。因此，国际市场扩展是海外市场需求和自身发展水平综合作用的必然

趋势。 

2、自身产品、技术和市场的积累推动增长是内在驱动力量。 

树脂行业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趋向优势互联和产能整合，公司规划的新材料产业园开工建成后，将使公司

在行业调整中占据优势；技术和人才队伍储备使公司具备了向下游尖端并长期被少数国际大公司垄断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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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领域拓展的实力，如层析介质品系的培育；通过诸如系统装置、固相合成载体等系列产品的探索，形成

了“种子式”发展途径：新的系列产品经过创新—产业化—小额销售起步—快速增长；通过提供材料、应

用工艺和系统集提供技术服务的业务模式，满足高技术、专业领域的市场需求，引领行业向现代服务业模

式趋势发展，进一步提升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自身的成长、积累同时推动公司业绩的持续稳定增长。 

（三）公司所处行业分析 

吸附分离技术主要是在多组分液相环境中选择性分离特定组分，是工业领域的一项基础技术。起源于

20世纪30年代，最早用于工业水处理，去除工业锅炉用水中的钙、镁离子等离子，是制备软化水的主要吸

附分离材料。我国的吸附分离技术于20世纪50年从核工业提铀开始，该技术源于国家核战略而受到特别重

视。随后在电厂水处理中得到民用发展，直至上世纪末成为全球产量大国，但产业水平处于产业链末端。 

公司定位于在吸附分离技术领域的技术创新。创新驱动推动企业从初创到逐一新兴领域拓展，10多年

间应用领域发展到食品、环保、化工、湿法冶金、生物医药等诸多领域。公司的品系和产业化过程对吸附

分离技术在国内的发展具有代表性。 

吸附分离技术是下游客户提质增效、成本控制、减排资源化的重要手段，符合国民经济向先进制造、集约

节约的转型方向，在新一轮经济发展中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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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332,405,996.76 295,373,404.92 12.54% 286,037,979.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695,588.09 50,853,605.50 21.32% 59,703,510.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6,265,500.74 45,508,480.96 23.64% 58,090,126.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606,482.57 24,849,434.44 103.65% 26,546,255.8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7 0.73 5.48% 1.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7 0.73 5.48% 1.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78% 9.60% -0.82% 16.57%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892,445,365.68 808,850,542.07 10.34% 476,578,508.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22,050,549.77 679,934,463.10 6.19% 384,476,47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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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747,429.36 88,198,736.88 92,048,325.84 91,411,504.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980,309.93 15,912,858.32 19,677,052.64 17,125,36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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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086,109.93 15,700,356.42 16,123,198.65 16,355,835.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213,840.17 6,442,655.16 13,631,688.20 39,745,97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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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47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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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寇晓康 境内自然人 25.49% 20,640,000 20,640,000   

田晓军 境内自然人 19.12% 15,480,000 11,610,000 质押 500,000 

高月静 境内自然人 13.49% 10,920,000 10,920,000   

惠燕红 境内自然人 3.38% 2,735,809 0   

关利敏 境内自然人 2.69% 2,180,000 1,935,000   

苏碧梧 境内自然人 2.65% 2,145,100 1,935,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嘉实事件驱动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5% 1,170,060 0   

张明军 境内自然人 0.79% 639,701 0   

胡景 境内自然人 0.61% 490,725 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个人分红

-005L-FH002 深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9% 395,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寇晓康先生、高月静女士系夫妻关系，构成关联方及一致行动关系。公司未曾知

悉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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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同期变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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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营业务是研发、生产和销售吸附分离功能材料，并提供载有特定工艺的系统装置，以及一体化

的吸附分离技术服务。公司提供的吸附分离材料及技术广泛应用于生物医药、金属、食品、环保、化工和

水处理等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充分把握经济转型和行业发展机遇，紧紧围绕公司制定的长期战略和年度目标，

积极应对的各项严峻挑战，团结一致、顶住压力，发扬拼搏进取的企业精神，实现了既定的发展目标。公

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3.32亿元，同比上升12.54%；实现利润总额7,099.64万元，同比上升21.39%；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6,169.56万元，同比增长21.32%。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 审时度势，抓住机遇，制定长期发展战略。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公司发展的重要一年。报告期内，董事会适时制定了公司长期

发展战略规划。 

根据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新材料列为重点战略新兴产业之一。在供给侧改革，产业结构调整的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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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下，吸附分离技术作为工业领域的普适技术，在更多高端新兴领域中前景广阔，应用领域加速扩大。尖

端需求是创新型技术企业的机遇。例如：高端生物医药、金属和环境保护等领域将释放更多高技术含量的

需求。 

其次，国际主流市场高端需求及价格连续三年持续上涨，而与此同时国内粗放型企业加速关闭，行业

整合是必然途径。再次，从吸附分离行业看，技术创新成为主流技术企业的竞争力所在。因此，吸附分离

技术行业向技术型高端方向整合是大势所趋。 

综合各种因素，公司战略定位于专注主营业务，稳定、扩大已有优势领域，加快进入并扩展弱势领域，

开发新空白品领域，按现代服务业方向丰富业务模式，从长期发展角度布局产能，进取性拓展国际高端市

场，在新一轮的国际化行业格局调整中占据优势。 

2、紧抓市场需求契机，核心基础板块持续良好发展。 

报告期内，结合下游应用领域变化，公司适时调整策略，积极响应市场需求，实现了营业收入和利润

持续增长。生物医药板块中，抗生素行业整体需求逐步回稳，吸附分离材料需求增加。酶载体产品和技术

更新换代完成，2016年下半年取得较好的市场反馈，销售额实现大幅增长；植提行业需求稳定，甜菊糖行

业仍是主导领域；用于多肽药物合成领域的固相合成载体保持了较好的发展趋势，市场的品牌知名度进一

步提高，跻身主流供应商，销售收入较上年实现较大增长；层析介质拓展了新的品种，开始了市场突破。

同时引进该领域高端人才，改进生产、品控的软硬件环境，为后续发展练好内功。环保化工板块，随着国

家环保政策趋严，化工市场景气度上升，市场对吸附分离材料和技术的需求活跃，整个板块保持了快速的

增长趋势。其中双氧水和多晶硅纯化行业等细分市场实现较大增长。金属板块，镓提取树脂仍占主导。上

半年金属镓的价格低迷，生产线开工率不足。下半年随着金属镓的价格回升，需求恢复，销售额明显增加。

金属市场整体趋好，公司在已有的金属品种技术基础上，积极寻求放大规模，实现更宽的布局。 

3、提升研发的软硬件环境和资源布局，以创新发展推动企业再一次进入发展快车道。 

新建4000平米工程中心2016年10月投运，配套现代化实验室，进口检测设备和仪器，办公会议区轻松

活跃，创新环境极大改善。 

与南开大学共建天津研发中心建设运行。南开大学是离子交换树脂发源地，继何炳林先生开创离子交

换树脂行业，相继开创了诸多国内离子交换与吸附技术。与南开大学共同组建的天津研发中心，有效整合

技术资源，在技术研究和产业化均意义重大。 

在技术人才队伍建设方面，现有专业覆盖较为合理的材料合成、应用开发和系统设备方向，拥有近80

人的技术团队，鼓励创新。同时，注重引进专业经验丰富和深度的大公司背景人才，包括研发、应用、市

场人才。2016年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6%，资金和政策保障充足。 

试行激发活力的激励制度，以创新协作组方式，按照技术分层储备、培育、转化，形成长期发展动力

梯队。报告期内，产业化品系包括BDO纯化树脂、酶载体换代、甜菊糖纯化树脂、碘克沙醇纯化树脂、4

项固相载体专题等，获得客户的高度认可，形成对本期和近期经营业绩的重要支持；中试定型品系包括PVC

除汞工艺包、新应用载体、镍螯合层析介质、银杏黄酮树脂、深度除砷树脂、5项固相专题等，获得客户

中试订单；小试品系包括用于重组白蛋白、禽流感疫苗等4项层析介质，铁、铼、铜等金属板块吸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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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等；储备了煤化工零排放、血液灌流等领域技术。 

4、拓展技术含量高、市场容量大的新兴应用领域。 

经济结构调整带来应用领域需求变化明显，公司发现、分析并快速响应市场变化，一方面深耕已有应

用领域的需求和技术匹配，另一方面以现有技术为中心，辐射拓展新应用和新品系。 

生物医药板块形成多系列齐头并进的结构。西药原料药方面，抗生素系列树脂技术更新，固定化酶载

体更新换代完成，市场反馈积极，销售量提升；植物提取甜菊糖纯化系列工艺和产品优化，银杏黄酮等新

品跟进；固相合成载体用于多肽药物，国内外重大客户已完成验厂认证，将进入快车道；层析介质用于疫

苗、生物药领域发展前景好，已完成产品和技术布局，多种渠道开发市场，实现市场突破；分析级色谱分

离，在精细分析级分离领域也开始培育。 

环保化工板块重点发展有机物及重金属重度污染废水处理，突出资源化回收利用。快速响应国家环保

政策带来的市场需求增加，依托已有领先基础，抓住下游产业升级给环保板块带来的机遇。中水回用降

COD、生化尾水处理和铜回收加大推广力度并着重资源回收。化工领域优先推进重点品种，树脂催化剂重

点突破，已初具销售规模。 

金属板块依托镓，逐渐实现多品类高价值金属的有序发展。在金属镓的材料、工艺和提供吸附分离技

术服务的经验基础上，储备了钴、锂、铟、镍、铼等金属的提取分离技术。 

5、布局国际市场，争取更大发展空间。 

国际市场上，欧美等高端市场主要被Dow、Lanxess、Purolite、GE等大型公司占据，产品售价远高于

中国，且近3年开始连续上涨，市场总规模持续增长。公司受惠于中国整体制造业的发展背景，具有自身

竞争优势，充分发挥快速的市场反应能力和制造优势，持续强化创新能力。国际化战略采取保持快速增长

同时，深化营销质量。以局部为起点，建立本土化营销体系，拓展全球市场。国际市场的拓展，极大提升

蓝晓发展空间。 

6、产业园将建设成为以高标准现代化的材料制造基地，获取行业新的发展机遇。 

在目前行业中大企业创新乏力，小企业受安全环保制约关停加快的现状下，规范企业将迎来发展机遇。

公司规划的产业园以高标准、高配置和先进技术工艺建设，目前已通过严格的项目审批，完成征地，通过

环评、安评、能评。新的产业园建设，将使公司获取全球性整合机会。 

     7、优化公司治理，提升企业实力 

优化人力资源结构，实施股权激励，激发骨干员工的潜力，对关键岗位的核心考核体系进行优化，进

一步完善考核指标，促进公司科学发展。面对激烈的竞争环境，适时进行人员结构调整，加大人力资源体

系建设，优化原有业务领域的人员构成，针对不能胜任的岗位采取优胜劣汰，在新兴业务领域引进高端的

人才，促进新业务的快速发展。 

强化内控，提升管理。报告期内，公司审计部、证券部会同销售部门，通过梳理应收账款管理流程，

优化信用政策，形成全程信用跟踪管理。在销售和回款的各个环节，对应收款项进行实时追踪，加大绩效

考核力度加速应收账款的回款。针对一些账龄超长的欠款，成立专门工作组，进行专项管理，采取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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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措施进行回收。公司进一步完善精细化成本管理，强化成本核算，加强生产环节的成本控制。通过工艺

改进、节能改造、优化设备配置达到降低生产成本的目标。以成本控制为核心，实现产品从研发、采购、

生产各环节与外部供应商的供应链联动，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持续降低采购成本。 

流程优化，提高决策效率。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开展流程优化工作，通过推进流程审计，提升流程绩

效，并对公司各项制度执行情况进行监察，控制风险，提高工作效率。进一步明确各级决策权限和提高决

策效率，在中上协联合上交所和深交所举办上市公司监事会最佳实践评选活动中，公司获得的“上市公司

监事会卓有成效30强”的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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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用树脂 308,501,673.05 55,880,680.07 36.70% 12.33% 9.24% -1.00% 

系统装置 19,464,485.82 6,246,083.75 50.68% -5.12% 102.48% 1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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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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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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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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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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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月静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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