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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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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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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9,133,215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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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润股份 股票代码 002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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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焕杰 于书敏 

办公地址 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五指山路 11 号 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五指山路 11 号 

电话 0535-6382740 0535-6101017 

电子信箱 hjwang@valiant-cn.com yushumin@valiant-c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信息材料产业、环保材料产业和大健康产业三个领域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其中公司在信息材料产业、

环保材料产业领域的产品均属于功能性材料。公司在信息材料产业、环保材料产业方面经营的模式主要为定制生产模式，在

大健康产业方面经营的模式主要为市场导向与定制相结合的生产模式。公司在信息材料产业、环保材料产业和大健康产业三

个领域的行业情况、经营与发展情况如下： 

（1）信息材料产业方面：公司信息材料产业方面目前主要产品为显示材料。公司显示材料主要包括高端TFT液晶单体材

料、中间体材料和OLED材料。液晶材料方面，公司是国内TFT液晶材料的业内领先企业，公司高端TFT液晶单体销量占全

球市场份额15%以上，是全球主要的高端TFT液晶单体材料生产商之一。随着HDR、量子点等一系列新技术的研发及大规模

应用，使得LCD的性能大幅提升，预计未来几年液晶材料在显示材料领域仍将占据重要地位，尤其是大尺寸屏幕领域LCD

仍将继续占主导地位，全球液晶电视面板市场会持续朝着大尺寸化的方向发展，显示大尺寸化也是市场的重点发展趋势。公

司作为该行业领先企业，将在稳固行业领先地位的同时，不断研发新产品、改进工艺、提升产品质量、缩减成本，迎接新的

市场机遇和挑战，不断扩大公司在液晶材料领域的市场占有率。OLED材料方面，公司主要产品包括OLED单体与OLED中间

体，为该领域国内领先企业，公司早在OLED材料兴起之时就开始布局OLED材料产业链，在技术研发、人才培养方面投入

大量的资金，为可能出现的显示材料产业升级做好了准备。未来随着OLED材料在小尺寸显示领域应用规模的扩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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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ED材料领域有望进一步扩大在该领域的市场占有率。公司在信息材料产业涉及的主要业务正处于发展阶段。 

（2）环保材料产业方面：2017年公司的环保材料业务发展良好，公司目前是全球领先的汽车尾气净化催化剂生产商的

核心合作伙伴。公司研究、开发并量产了多种新型尾气净化用沸石环保材料，主要应用于高标准尾气排放领域，亦可广泛应

用于燃气、燃煤、燃油装置废气治理及其它多种领域的废气治理，该系列产品的生产技术属于国际领先水平，公司2015年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沸石系列环保材料二期扩建项目”中首个车间已于2016年6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投入

使用，产能约1500吨/年；另外产能约1000吨/年的沸石系列环保材料新车间报告期内已进入试生产状态，并于2017年7月底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投入使用；目前募投项目的第三个车间正在筹建过程中。随着沸石系列环保材料二期扩建项目的陆续

建设并投产，公司将成为在技术和销量均处于世界前列的环保材料生产商。环保问题一直是人类发展的大问题，在全球范围

内广受关注，面对资源日益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问题严重，世界各国政府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加大环保投

入。公司近年来在该产业发展较快，在该产业涉及的主要业务均处于发展阶段。 

   （3）大健康产业方面：公司经过多年对医药市场的开拓和医药技术的储备，先后涉足医药中间体、成药制剂、原料药、

生命科学、体外诊断等多个领域。2016年3月公司顺利完成对MP公司的收购，为公司三大业务板块的并行发展起到有效的推

动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世界人口的增长、社会老龄化严重，以及人们思维的转变，近几年人均医疗消费支出持续增长，

全球医疗市场持续快速增长，潜力巨大。未来公司将采用自主研发、外协研发、兼并收购的多种方式尽快壮大公司的医药产

品线，实现大健康产业的快速发展。目前该行业发展良好，公司在该产业涉及的主要业务处于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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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2,456,391,218.16 1,847,391,081.84 32.97% 1,631,042,56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5,278,434.39 318,652,694.38 20.91% 257,847,487.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76,676,559.33 312,393,470.62 20.58% 254,247,330.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2,280,415.13 152,654,463.17 301.09% 366,599,551.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2 0.37 13.51% 0.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2 0.37 13.51% 0.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72% 10.56% -0.84% 11.16%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4,552,036,091.34 4,299,897,196.87 5.86% 3,018,808,356.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062,259,183.58 3,849,618,617.57 5.52% 2,591,297,73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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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156,580.71 650,123,515.04 535,023,567.96 659,087,554.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99,488,178.54 114,174,954.78 88,502,862.37 83,112,438.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8,870,338.16 112,507,148.29 85,834,574.75 79,464,498.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57,293,820.98 131,453,641.34 135,266,223.24 88,266,72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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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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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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93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6,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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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节能（山

东）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54% 186,770,000 0   

鲁银投资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8.27% 75,197,750 0 质押 52,000,000 

中国节能环

保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6.18% 56,202,343 56,202,343   

烟台市供销

合作社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03% 45,754,250 0 质押 16,000,000 

山东鲁银科

技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89% 35,360,000 0 质押 35,360,000 

中节能资本

控股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87% 17,004,155 17,004,155   

前海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

公司－聚富

产品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10% 10,000,000 0   

王忠立 
境内自然

人 
1.10% 9,994,965 0   

科威特政府

投资局 
境外法人 0.86% 7,801,559 0   

澳门金融管

理局－自有

资金 

境外法人 0.85% 7,755,89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中节能（山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中节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为中国节能环保

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山东鲁银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为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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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45,639.12万元，同比上升32.97%；实现利润总额44,378.26万元，同比增长20.51%；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8,527.84万元，同比增长20.91%。2017年公司发生研发支出18,262.88万元,占营业收入的7.56%。

得益于公司有效的发展战略和董事会对市场的精准把握，公司2017年度在信息材料产业、环保材料产业、大健康产业三大业

务板块均取得了不同程度进步，公司业务持续稳定发展。 

1、信息材料产业 

公司的信息材料产业主要包括显示材料和其他功能性材料。 

    （1）显示材料 

显示材料主要包括高端TFT液晶材料和OLED材料，公司是液晶材料的业内领先企业，高端TFT液晶单体销量占全球市

场份额15%以上，是全球主要的高端TFT液晶单体材料生产商之一。同时，公司早在OLED材料兴起之时就开始布局OLED

材料产业链，在技术研发、人才培养方面投入大量的资金，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已经发展成为国内领先的OLED材料生产

商。公司2017年度OLED材料（含中间体与单体）业务收入大幅增长，较上年度增长约一倍。公司OLED材料研发工作稳步推进，

现已有自主知识产权的OLED成品材料在下游厂商进行验证，是否能够批量供应尚存在不确定性。未来随着OLED材料在小尺

寸显示领域应用规模的扩大，公司OLED材料领域有望进一步扩大在该领域的市场占有率。 

（2）其他功能性材料 

目前公司的功能性材料以电子化学品为主，公司一直注重其他功能性材料的研发，根据公司对功能性材料的行业分析，

重点研发行业前景广阔、附加值高的新型功能性材料，为公司未来的业务拓展积累技术，储备人才。 

 

    2、环保材料产业 

    2017年公司的环保材料业务发展良好，公司目前是全球领先的汽车尾气净化催化剂生产商的核心合作伙伴。公

司研究、开发并量产了多种新型尾气净化用沸石环保材料，主要应用于高标准尾气排放领域，亦可广泛应用于燃气、

燃煤、燃油装置废气治理及其它多种领域的废气治理，该系列产品的生产技术属于国际领先水平，公司2015年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沸石系列环保材料二期扩建项目”中首个车间已于报告期内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

投入使用，产能约1500吨/年；另外产能约1000吨/年的沸石系列环保材料新车间报告期内已进入试生产状态，并于

2017年7月底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投入使用；目前募投项目的第三个车间正在筹建过程中。随着沸石系列环保材料

二期扩建项目的陆续建设并投产，公司将成为该领域在技术和销量均处于世界前列的环保材料生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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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大健康产业 

公司经过多年对医药市场的开拓和医药技术的储备，先后涉足医药中间体、成药制剂、原料药等多个领域。通过对全球

大健康产业的深入调研，发现近年来生命科学和体外诊断行业发展迅猛，市场空间广阔。生命科学和体外诊断行业作为现代

医疗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改善人们的健康状况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

水平的提高，使得其对高科技医疗产品的消费诉求越来越大。公司于2016年3月成功收购MP 生物医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MP公司”），正式进入生命科学和体外诊断领域。公司收购MP公司后，在大健康产业方向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有效

地促进了公司多元化发展，为公司的国际化战略夯实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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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性材料类 1,870,867,499.55 703,954,091.03 37.63% 32.63% 38.99% -2.85% 

大健康类 572,292,019.44 261,944,035.48 45.77% 34.55% 23.82%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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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变更 

①因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2017年4月28日，财政部以财会[2017]13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

营》，自2017年5月28日起实施。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以财会[2017]15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2017

年修订）》，自2017年6月12日起实施。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17年8月15日决议通过，本公司按照财政部的要

求时间开始执行前述两项会计准则。 

《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准则规范了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的

分类、计量和列报，以及终止经营的列报。本财务报表已按该准则对实施日（2017年5月28日）存在的终止经营对可比年度

财务报表列报和附注的披露进行了相应调整。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2017年修订）》之前，本公司将取得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入；与资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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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在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摊销计入当期损益。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2017

年修订）》之后，对2017年1月1日之后发生的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与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

入营业外收支；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在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摊销计入当期损益。 

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

用于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当期和列报前期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的影响如下： 

                                                                                    单位：元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对2017年度相关财务报

表项目的影响金额 

对2016年度相关财务报

表项目的影响金额 

在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和

“终止经营净利润”。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持续经营净利润  385,321,174.65   318,696,047.08  

自2017年1月1日起，与本公司日常活动相

关的政府补助，从“营业外收入”项目重分

类至“其他收益”项目。比较数据不调整。 

营业外收入、其他收益 7,277,682.72  

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将

部分原列示为“营业外收入”及“营业外支

出”的资产处置损益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

益”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

出、资产处置收益 

327,151.37  

    ②其他会计政策变更 

报告期公司未发生其他会计政策变更。 

（2）会计估计变更 

报告期本公司无需要披露的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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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赵凤岐  

 

 

                                                                                                             

                                                                                   二○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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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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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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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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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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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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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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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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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2018年1-3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