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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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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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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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9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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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蓝晓科技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代码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300487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张成

办公地址

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 135 号

传真

029-88453538

电话

029-81112902

电子信箱

pub@sunresi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的业务及经营模式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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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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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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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坚持大力发展吸附分离技术主业，包括吸附材料、工艺、系统集成以及整体服务。做强增厚核心
板块，前瞻性布局创新板块，形成多行业跨度、新品开发从基础研究阶段到产业化阶段的梯度布局相结合
的立体式板块格局，保证公司长期发展的创新后劲。
2、经营模式
（1）销售模式：公司产品应用于不同工业领域，行业跨度大，生产工艺和应用条件差异大，对产品
与客户生产工艺的匹配度要求很高。为保证销售的针对性，采取了将技术支持与服务贯穿于售前、售中、
售后全过程的技术营销模式。技术营销体系主要由市场部、应用部、研发部和系统工程部等组成。市场部
负责产品销售、商务谈判、合同、客户维护等工作；应用部负责售前方案设计、售中技术支持，售后服务
等；研发部主要负责吸附分离材料合成，应用技术开发；系统工程部主要负责系统装置的设计、生产与调
试等技术支持。
（2）采购模式：公司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均由公司自行采购，具体采购模式为公司采购部向国内厂商
及经销商采购。公司主要原材料，如苯乙烯等均为大宗石化产品，市场价格透明、标准统一。公司通过考
察、筛选形成供应商名单。采购部根据生产计划，从供应商名单中经过谈判确定最终供应商。货物到厂后，
由质检部验收，合格品入库，按合同执行。不合格品实行退换货。公司定期对供应商的供货质量和价格进
行核查和评估，适时调整供应商或相应的合同条款。
（3）生产模式：公司生产管理由主管生产的副总经理领导，原则上以销定产，根据销售计划制定出
一段时期内的生产计划，按照内部管理流程和沟通机制，组织协调采购、质检、生产车间等相关部门协作
完成生产。生产过程要求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国际通用标准，符合环保、安全、职业健康方面的各项法规
政策。按照国家和企业质量管控体系、特定行业标准、国际标准等完成生产任务。
（二）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1、下游领域的市场需求导向是外在驱动因素
作为一种普适性的分离手段，吸附分离技术适用于诸多应用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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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金属板块、生物医药板块和环保化工
板块已形成稳定的核心业务组成部分。
在金属板块，金属镓行业景气度恢复较高水平，盐湖卤水提锂需求快速增长，镍等其他金属品种带来
较好的发展机会。
报告期内，金属镓得益于价格回升和需求增加，行业开工率和产量均大幅提升。2018年1-12月，国内
金属镓累计产量达到398吨，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镓生产线的开工率明显提升，扩产计划增加新的产量。
镓的市场价格恢复至1000元/kg以上，高于主流生产企业的成本，并持续上涨至1500元/kg，近期维持在1000
元/kg左右。随着5G等新能源领域的景气度持续较高，动力电池相关产业获得快速的发展，市场新增投资
动力明显，拉动了吸附分离技术的应用需求，给公司带来较好的市场机会。
2018年1-12月，全国电动汽车新增产量127万辆，增速59.9%，销量125.6万辆，增速61.7%。动力电池
装机容量为56.89GWh，增速56.88%。国内碳酸锂产量约11.6万吨，增速39.7%，其中盐湖卤水来源占比约
30%。下游快速增加的需求，驱动锂新产能规划增加，随着技术进步，盐湖卤水资源开发得到保障，将加
快盐湖卤水提锂新增产能的落地，为新能源汽车发展提供原料支持。同时，伴随产能的逐步释放，锂的供
求格局逐步改善，碳酸锂价格将逐步回归，有效降低动力电池的整体成本，提高整体行业竞争力。动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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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产业持续快速发展，镍、钴等重要的动力电池原料、以及使用后废旧电池回收资源化利用领域，将有较
大的发展机会。
金属镍需求稳定增长，长期将受益于三元材料镍需求释放。2018年1-11月全球矿山金属镍产量216.9万
吨，同比增加15.4%，其中红土镍矿产量增长多于硫化镍矿，截至2018年底，红土镍矿在全球镍矿供给中
占比超过65%，预计未来这一比例还将继续提高。镍矿供给结构的变化，是由于镍铁、镍盐产能的持续扩
张，其原料均是以红土镍矿为主，而且新能源汽车产业将推动锂电池行业的快速发展，增加对镍钴资源的
需求。在红土镍矿开发中，湿法路线工艺逐步成熟将成为未来的主流技术路线，给吸附分离技术带来巨大
的市场需求。
在医药领域中，原料药抗生素领域需求企稳回升，生物药市场增幅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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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用抗生素和兽用抗生素价格明显回升，进而带动增
加头孢系列和酶载体系列产品的需求。
生物药方向，高端生物药尤其是大分子药物快速发展，全球前十大重磅药物多数是大分子药物。用于
单抗、重组蛋白、疫苗等生物药领域的层析填料，用于多肽药物的固相合成载体将迎来快速的发展机会。
在环保领域，国家环保政策持续趋严，持续带来工业废水的资源利用和达标排放需求，下游市场容量
增速放大，进一步推动公司在该领域的发展。大气污染治理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VOCs 治理是专业化方
向，该领域将迎来快速的发展机遇。
在国际市场，由于公司产品和技术在性价比及技术服务方面对终端客户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已经建立
了较好的国际竞争力和品牌知名度。作为吸附分离技术整体服务的供应商，公司为客户提供集材料、设备
和工艺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该模式更加适用于技术含量高、创新要求明显的下游领域。国际客户，尤其是
新兴国家和地区的客户对这一模式接受程度高。报告期内，公司在土耳其市场，实现了首条整线输出，完
成国外安装、调试，为客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在印度实现了首条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连续离交设备整线
输出。新的吸附分离技术通过在国内市场的成熟应用，快速向国外拓展，实现了国内与国际联动，大大地
助推国际化。
系统装置方面，与材料匹配更优、专业化的、自动化控制的系统装置更加符合那些新兴应用领域的龙
头企业的需求，因此，随着吸附分离材料向各应用领域的深度发展，系统装置和解决方案模式得到较快发
展。报告期系统装置增幅约255.60%。在拜耳母液提镓，盐湖提锂，红土镍矿提镍等较大规模的项目中，
自有知识产权的连续离交系统装置与材料的深度结合，对下游应用领域的产品促进，产线技术水平的提升
以及经济效益的保障，得到了很好的实现。
2、行业格局的变化以及产品技术进步推动增长是内在驱动力量。
行业格局的变化给公司提供发展机遇。面对国内环保安全管理政策持续趋严，国内行业原有小产能、
落后产能逐步向先进制造水平的产能集中和结构调整。国际上，大型跨国公司的业务调整，产能波动，以
及国家和地区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等，带来良好的市场窗口期。以公司为代表的国内优质产能，将以现代
化的高水平制造能力参与全球产能竞争，在行业全球格局调整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了盐湖卤水提锂领域产业化，扩大了吸附分离技术的应用空间，
是行业应用创新的典型示范。在金属镓和锂的基础上，公司还积极推动吸附分离技术在镍、钒等金属、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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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生物药、系统集成等领域的创新应用。通过提升硬件水平、团队技能和资金投入，强化自主研发能力。
系统集成技术服务模式趋向多元化，技术水平稳步提高，引领行业发展趋势，得到国内外客户的认可。通
过业务领域拓展、模式创新和国内外市场开发的相互促进，进一步提升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带来稳定业
绩增长，进而持续推动公司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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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下游
客户提质增效、成本控制、减排资源化的重要手段；是新一轮高技术发展中的支柱技术。公司定位于在吸
附分离技术领域的创新制造和创新应用，包括材料、工艺、系统集成以及技术服务。
随着国家政策和市场需求的变化，国内格局趋于调整，行业低端生产能力生存空间被压缩，逐步向高
水平产能升级，且集中度趋高。行业面临快速全球化趋势，欧美国家的参与者向低成本、高成长区域进行
产能转移，如印度等，生产能力逐步靠近市场需求。来自新兴国家的市场需求驱动所在地的参与者进步迅
速，全球市场互相渗透，以及采购体系和生产基地布局全球化趋势明显。
下游成熟领域市场稳定增长，新兴领域带来新需求。离子交换树脂行业起源于工业水处理，随着技术
进步，逐步拓展至食品、环保、化工、湿法冶金、生物医药等诸多领域。伴随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吸附分离技术在食品、环保、化工等传统领域市场需求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尤其是来自新兴国家和地区产
业升级带来的市场需求增速较好。新兴技术进步和产业带来多个细分领域的新需求。在新能源汽车行业，
快速发展的动力汽车推动锂、镍、钴的需求增加，带来该类资源开发和回收产业的新技术创新。在半导体、
电子元器件行业，产业升级要求产品品质提升，对纯化技术提出更高要求。新兴领域对分离、纯化技术更
高、更细分的技术要求将引导行业逐步向定制化、系统装置和集成服务模式发展。新技术快速爆发式进步，
带来更大、更尖端需求，对拥有技术创新和快速响应机制的企业将迎来巨大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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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1,986,783.73

444,242,473.38

42.26%

332,405,996.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3,233,818.35

93,185,662.68

53.71%

61,695,588.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9,706,395.47

68,300,706.78

104.55%

56,265,500.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622,371.65

76,772,712.55

-74.44%

50,606,482.5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1

0.46

54.35%

0.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1

0.46

54.35%

0.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29%

12.19%

4.10%

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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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6 年末

1,857,544,195.92

1,059,855,286.30

75.26%

892,445,365.68

946,302,844.14

812,231,461.96

16.51%

722,050,54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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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138,788.18

155,515,708.02

130,292,663.53

214,039,624.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120,550.13

40,331,831.72

26,609,618.66

56,171,817.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158,264.18

39,639,427.33

26,315,089.30

54,593,614.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231,174.44

75,086,794.89

-40,065,154.27

2,831,905.47

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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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00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14,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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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寇晓康

境内自然人

25.49%

51,600,000

38,700,000

田晓军

境内自然人

16.90%

34,200,000

25,650,000

高月静

境内自然人

13.49%

27,300,000

20,475,000

关利敏

境内自然人

2.07%

4,192,100

4,087,500

苏碧梧

境内自然人

2.02%

4,087,700

4,022,062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四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3%

3,699,250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9%

3,419,350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银
安盛增长动力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自然人

0.73%

1,470,500

0

中国工商银行-浦银安盛价值
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7%

1,346,300

0

邢映红

境内自然人

0.65%

1,314,9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数量

1,2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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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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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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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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处理等应用领域。
面对下游领域需求持续释放，公司积极部署实现业绩的快速增长，同时储备了大额订单。报告期内，
营业收入6.32亿元，较上年同期上升42.2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扣非净利润1.40亿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104.55%。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新应用领域需求旺盛，已有领域需求稳定，抓住市场机遇实现业绩快速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售收入6.32亿元，同比增加42.26%。盐湖卤水提锂和金属镓取得良好业绩，红
土镍、钪进入产业化储备。盐湖卤水领域实现藏格项目和锦泰项目的重大突破，其中藏格项目完成20%销
售收入确认，成为公司新的业绩增长点。金属镓行业伴随镓价格的回升，行业景气度提升镓产量放大，增
加吸附材料的需求，实现销售收入0.84亿元，同比增速超过50%，未来镓的需求将随着5G、物联网、芯片
等行业的快速发展而增加。国外市场拓展速度加快，报告期实现销售收入0.99亿元，同比增速超过3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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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新增订单超过1亿元，并且实现了首套土耳其EPC工程，首套自主知识产权的连续离交设备出口印度，
生产线运行良好，为未来国际业务模式创新拓展奠定基础。其他已有领域，稳中有增，累计实现总体业绩
的较好增长。
2、新增生产线逐步建成投产，将形成高标准、大规模的行业领先的优质产能
报告期，高陵新产业园一期建设取得决定性成果，目前已完成一期生产线设备安装和公用配套设施，
逐步试水试运行。2019年将为公司新增产能，为业务拓展提供有效的支撑。蒲城材料园已完成一期车间设
备和工艺管线施工，高陵产业园和蒲城材料园具有互补性，加上已有产能的革新优化，产能布局逐渐实现，
将大幅舒缓公司产能不足的压力，并形成行业内高标准、新工艺的产能优势，支撑公司跨越式发展。鹤壁
蓝赛基地有序推进，工业废弃物综合利用处置中心项目已取得环评批复，各项资质手续陆续获得，具备条
件后将加紧实施，进一步丰富公司现有业务范围，延长业务链，有利于扩大公司的产业规模、盈利水平和
综合竞争力，是公司“持续发展吸附分离技术主业，拓展高技术含量应用领域”发展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
3、精心组织实施，重大项目进展顺利
报告期内，公司将通威集团控股子公司多晶硅生产线除硼材料项目、藏格锂业10000t/a盐湖卤水提锂
装置项目和锦泰锂业3000t/a碳酸锂盐湖卤水提锂生产线建设及运营服务项目列为重点项目。为了确保项目
高质量如期交付，公司组建业务骨干工作团队，集中精力做好做优项目，形成应用领域示范效应。截止目
前，通威多晶硅项目已经完成制造，部分产品交付客户现场，运营良好，其余根据客户现场进度分批发货；
藏格锂业项目已完成前4条线的运行调试，部分生产线已具备调试条件，其余生产线按照进度分期实施安
装调试，锦泰锂业项目已进入现场安装实施中。
4、利用资本市场，实施可转债融资和股权激励，匹配公司发展所需的资源
结合长期发展规划，迫切需要匹配相应的资源，通过科学分析论证，公司明确了通过资本市场匹配资
源的措施。报告期，公司启动了3.4亿元的可转债融资计划，四季度向证监会递交材料，并于2019年1月3
日发审会审核通过，目前待证监会批复后择机发行。本次融资计划用于新材料产业基地建设，资金到位后
将助力公司重大项目实施。在第一期股权激励均实现达标考核的基础上，结合公司发展需要实施了第二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方案。通过股权激励，激发技术人员、核心团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励员工与企业长期
共同成长，并分享企业发展红利。
5、持续研发创新，拓展新的应用领域
持续推进种子式发展，坚持不懈地进行技术创新，持续开发新的应用领域，拓宽公司发展空间。
在金属领域，公司围绕新能源产业，实现了盐湖卤水提锂产业化，进一步提升材料、工艺和装备的大
规模工业化实施水平。红土镍矿提镍技术和粉煤灰循环利用除杂技术，寻找大型工业化项目的突破口，形
成有效转化。着手布局工业固废的资源化再利用技术革新，探索更多工业领域回收、资源化潜在的应用机
会。积极开发钴、铼、钒、钪等其他金属品种，梯度培育，逐步推出镍、钴、铼等品类，实现金属领域的
纵深发展。在生物医药板块，持续开发高性能西药分离纯化材料的品种和植提领域的高技术品种。生命科
学色谱材料和装置取得工业业绩，材料实现销售500多万，装置进入工业化中试阶段，以动物疫苗为突破
口，重点突破猪圆环疫苗纯化，形成百余万元规模销售；固相合成品系紧跟客户需求变化持续推新。在环
保化工板块，VOCs气体脱除已实现应用案例，将在未来寻求大规模推广，取得市场先机；在煤化工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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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建立除酚、生化尾水深度处理有代表性的业绩。
6、优化管理、合理配置资源，为公司快速发展提供保障
随着公司快速发展，对管理提出更高要求。在人力资源方面，公司以原有核心人员为基础，加快各类
人才引进，做好人才队伍梯队建设和人员储备。建立富有活力的考核激励机制，让人才留得住、有干劲、
有活力，形成有创造力的员工队伍。通过传帮带、内外训等方式，提升员工的专业技能，提升员工的专业
技能。保证公司的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各经营环节人才供应。
持续加强精细化管理和流程控制。面对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公司进一步提高成本管控水平，强化生
产成本核算，加强采购环节的成本控制，合理库存，以缓冲成本上升压力。同时加大了应收账款和回款管
理，优化信用政策，形成全程信用跟踪管理，以优化财务结构。综合利用信用、贷款等多种融资手段，保
证重点项目建设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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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附分离

630,180,324.01

370,130,252.30

41.27%

42.14%

39.83%

0.97%

专用树脂

469,821,732.85

279,347,895.38

40.54%

19.87%

17.60%

1.15%

系统装置

155,082,135.91

88,006,597.99

43.25%

255.60%

244.78%

1.78%

国内

530,920,941.67

304,443,683.36

42.66%

43.52%

38.46%

2.09%

国外

99,259,382.34

65,686,568.94

33.82%

33.58%

44.76%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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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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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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公司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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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其解读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2018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7年度财务
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应收票据
29,567,476.00
应收账款
152,324,162.66
应收利息
1,108,287.66
其他应收款
1,525,369.38
98,549,501.18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283,104.49
应付票据
22,922,115.00
应付账款
97,356,912.46
应付股利
259,415.70
其他应付款
21,568,799.74
管理费用

60,767,727.48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81,891,638.66

其他应收款

2,633,657.04

在建工程

98,832,605.67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20,279,027.46

其他应付款

21,828,215.44

管理费用
研发费用

34,466,527.98
26,301,199.5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52,128,911.86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4,532,353.86
关的现金[注]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2,403,442.00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关的现金[注]
[注]：将实际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2,403,442.00元在现金流量表中的列报由“收到其他与投
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调整为“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 财政部于2017年度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9号——关于权益法下投资净损失的会计处理》
《企
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0号——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折旧方法》《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1
号——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2号——关于关键管
理人员服务的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联方》。公司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解释，执行
上述解释对公司期初财务数据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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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新设全资子公司蓝晓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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