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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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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公司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公司拟以利润分配预案实施时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

体股东股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5 元（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不

送红股，剩余未分配利润全部结转至以后年度分配。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华正新材 60318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居波 林金锦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华一路2

号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

街道华一路2号 

电话 0571-88650709 0571-88650709 

电子信箱 hzxc@hzccl.com hzxc@hzccl.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覆铜板材料、功能性复合材料和热塑性蜂窝材料等复合材料及制品的设计、研

发、生产及销售，产品广泛应用于通讯信息交换系统、云计算储存系统、自动驾驶信号采集系统、

物联网射频系统、医疗设备、轨道交通、新能源、绿色物流等各大领域。 

（二）经营模式 

1、研发模式 

公司以研发能力的打造作为公司发展的核心推动力。公司研发中心根据战略产品划分为高频、

高速、高导热、特种复合材料等研发组，坚持自主研发，构建核心开发能力和技术壁垒。各研发

小组立足于市场需求，集中专业技术资源，开发有竞争力的中高端产品，为终端客户的开拓打下

基础。 

公司研发中心建成了以新领域拓展组为主体的信息情报服务体系，为公司提供符合发展战略

的新领域、新产品、新项目等情报信息咨询；以 PMO 项目管理模式统筹协调研发项目进度，利用

平台化管理模式，调配公司资源，管控开发流程，建立共性技术知识库，支撑各产品线的持续成

长；以知识产权管理、研发特色的人力资源管理、预算及成本管理、标准及检测管理等为支线的

网络化管理模式，建立研发管理数据库，积累管理与创新经验，为研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2、采购模式 

公司打造基于战略合作关系的供应链体系。公司生产所需主要原材料为铜箔、玻纤布、树脂、

铝板和复合纱等，供应商自身规模较大。公司与主要供应商均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建立规模优势。

公司销售部门根据市场状况和定制情况制订销售计划，公司计划部编制月度原材料进货计划表，

经采购总监及总裁批准后实施，研发中心或生产工艺部门负责所采购材料的技术参数要求，品质

部门负责对采购材料的品质进行管控。采购中心在实施采购活动前，需二人（含）以上分别询价，

提供至少两家以上的供应商报价资料，综合供方的售价、品质、交期等因素择优下单。公司研发、

生产等相关部门联合采购中心对接战略供应商，联合进行产品性能和技术改进项目，提升最终产

品竞争力。 

3、生产模式 

公司订单具有多批次多品种的特点。公司以 ERP 系统为基础，打造覆铜板产业柔性生产体系，

通过订单系统性处理，为客户提供个性化产品，满足客户对不同批次的数量规格要求、技术要求、

交期要求等，实现端到端交付。公司主要采用订单式生产模式，从订单接收到生产结束主要经过

销售、工艺、计划、物控等部门评审，若为特殊规格或新产品，先由工艺部门审核，评估生产能

力及设计生产工艺，之后由生产部门按照不同工序进行分解调配、安排生产，战略性客户会留有



一定的产能余量，确保优先生产供货。 

4、销售模式 

公司所处的电子材料行业具有技术变革快速的特点。公司深入终端客户，前移开发周期，以

研发对接研发，挖掘终端客户的需求和技术趋势，以终端客户认证带动销售。公司持续推进大客

户战略，大客户、战略性客户、新产品销售比例逐年上升，有效提升了公司在行业、市场中的地

位。公司产品销售采用直销、代销、经销相结合的销售模式。 

（三）行业情况说明 

2018 年全球经济环境纷繁复杂，国内经济在贸易摩擦、风险防控、寻找“新动能”的背景下，

进一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结构性增长转变。行业发展受宏观经济影响，逐步进行周期性调整回

归，在上下游产能逐步释放后，价格逐步落位新的均衡。2018 年行业终端需求继续分化，传统应

用领域如消费电子、家电、汽车电子等增长乏力，新的终端需求正在逐步放量，以 5G 通信建设

为牵引力的终端市场正在孕育。下一代通信网络所带来的人工智能（AI）、物联网、智能汽车等应

用领域将大幅提升对高频高速覆铜板的需求，牵引行业新的周期性发展。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2,136,274,175.87 1,763,928,110.37 21.11 1,383,814,105.41 

营业收入 1,677,634,132.11 1,513,372,305.86 10.85 1,249,503,046.9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75,080,301.59 93,597,814.49 -19.78 84,794,531.4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8,604,499.57 85,117,818.91 -31.15 79,003,720.2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673,928,685.12 617,290,766.87 9.18 543,095,452.38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92,321,217.37 79,296,308.31 16.43 5,614,183.84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58 0.72 -19.44 0.8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58 0.72 -19.44 0.87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1.67 16.18 减少4.51个百分

点 

22.70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369,016,627

.00 

399,931,121.

06 
440,564,332.18 468,122,051.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412,918.

92 

19,819,158.4

5 
26,613,506.79 17,234,717.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8,105,702.7

6 

17,866,115.8

2 
25,509,808.92 7,122,872.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293,608.

42 

55,166,964.0

7 
20,636,945.69 57,810,916.03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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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1,15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75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

份 

状

态 

数量 

华立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0 55,633,237 42.58 55,633,237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钱海平 -3,250,000 9,750,000 7.46 0 质

押 

2,500,000 境内

自然

人 

张建国 未知 3,250,000 2.49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深圳市荣超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未知 2,967,900 2.27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杭州畅业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56,000 1,944,000 1.49 0 无 0 其他 

杭州恒正投资有限

公司 

-3,124,100 1,883,537 1.44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郭江程 100,000 1,656,481 1.27 100,0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个险分红 

未知 1,475,559 1.13 0 无 0 其他 

刘涛 100,000 1,313,046 1.00 100,0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崔素兰 未知 1,050,000 0.80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

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8年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65,118.06万元，比上年增长 10.69%，其中： 

1、覆铜板： 

2018年公司生产覆铜板 1,014.67万张，比上年增加 10.41%；销售覆铜板 981.49万张，比上

年增加 7.97%；营业收入 110,565.16万元，比上年增加 7.61%。 

2、导热材料： 

2018 年公司生产导热材料 126.72 万平方米，外协加工 1.99 万平方米，合计 128.71 万平方

米，比上年减少 13.54%；销售导热材料 136.69万平方米，比上年减少 0.49%；营业收入 15,392.65

万元，比上年增加 9.02%。 

3、绝缘材料： 

2018年公司生产绝缘材料 3,690.79吨，外购 203.91吨，合计 3,894.7吨，比上年增加 21.26%；

销售绝缘材料 3,845.41吨，比上年增加 31.16%；营业收入 17,997.96万元，比上年增加 42.71%。 

4、热塑性蜂窝材料： 

2018年公司生产热塑性蜂窝材料 151.88万平方米，比上年增加 9.42%；销售热塑性蜂窝材料

142.66万平方米，比上年增加 3.2%；营业收入 21,103.14万元，比上年增加 7.25%。 

5、产品贸易： 



2018年公司实现贸易收入 59.15万元，比上年增加 326.76%。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1)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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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8年 6月 15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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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新修订的财务报表格式”)。新修订的财务报表格式主要将

资产负债表中的部分项目合并列报，在利润表中将原“管理费用”中的研发费用分拆单独列示，

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反映企业进行研究与开发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化支出。 

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相关规定，对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

用追溯调整法，2018/2017年度比较财务报表已重新表述。对 2017年度合并财务报表相关损益项

目的影响为增加“研发费用”59,898,183.26 元，减少“管理费用”59,898,183.26 元；对 2017

年度母公司财务报表相关损益项目的影响为增加“研发费用”43,467,729.47 元，减少“管理费

用”43,467,729.47 元。 

2)执行财政部发布的《关于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 

财政部于 2018年 9月 5日发布了《关于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以

下简称《解读》)。《解读》规定：企业作为个人所得税的扣缴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

人所得税法》收到的扣缴税款手续费，应作为其他与日常活动相关的项目在利润表的“其他收益”

项目中填列；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在编制现金流量表

时均作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列报。 

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相关规定，对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

用追溯调整法，2018/2017年度比较财务报表已重新表述。对 2017年度合并财务报表相关损益项

目的影响为增加“其他收益”118,658.28 元，减少“营业外收入”118,658.28 元；对 2017年度

合并现金流量表的影响为增加“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0.00 元，减少“收到其他与



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0.00 元。对 2017 年度母公司财务报表相关损益项目的影响为增加“其他

收益”93,529.15 元，减少“营业外收入”93,529.15 元；对 2017 年度母公司现金流量表的影响

为增加“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0.00 元，减少”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0.00 元。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 2018 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11 家，详见本报告“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之九 在

其他主体中的权益”所述。与上年度相比，本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增加 4 家，详见本报告“第十

一节 财务报告之八 合并范围的变更”所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