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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77              证券简称：开润股份             公告编号：2019-032 

安徽开润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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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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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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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614,949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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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润股份 股票代码 300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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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耘 林德栋 

办公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莘砖公路 518 号漕河泾园区

14 号楼 5 楼 

上海市松江区莘砖公路 518 号漕河泾园区

14 号楼 5 楼 

传真 021-57683192 021-57683192 

电话 021-57683121 021-57683121 

电子信箱 support@korrun.com lindd@korru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的主要经营业务为商务包袋、户外休闲包袋、旅行箱、鞋服及相关配件等出行产品的研发、设计、

生产和销售。公司致力于让用户出行更美好，围绕优质出行场景，给用户提供完整的出行产品解决方案。

公司基于对传统行业及互联网模式的深度理解，为用户提供出行相关的生活消费品，包括旅行箱、背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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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衣帽鞋袜、收纳、配件等出行装备，并将高科技融入其中，改善人们的出行装备和体验。 

公司始于优秀的产品开发能力和对用户需求的掌握能力，将科技美学融入产品研发设计中，同时利用

强大的供应链能力保证产品不仅好看、好用，而且价格合适。公司按照业务主要分为B2B和B2C两种模式。

B2B业务方面，开润股份不仅是诸多世界知名品牌的长期合作伙伴，也在探索和实践与新零售、互联网模

式的企业开展合作。通过智能自动化、精益管理等方式持续改善生产效率，公司进一步巩固了在行业内的

地位和竞争壁垒。B2C业务方面，开润股份主要依托上海润米等子公司，以极致单品嫁接线上线下各类渠

道、旅行垂直社区、新媒体等精准流量，将产品开发能力汇集于品牌并迅速放量，快速实现战略升级，旗

下“90分”品牌获得德国红点、德国iF工业设计大奖，并于2018年荣获“上海品牌”认证。目前公司正在围绕

出行场景丰富品类，提供多品类、少SKU，好看、好用、价格合适、功能性、高科技产品组合，并进一步

拓展线上线下各类渠道，增强用户体验，丰富出行生活场景品牌内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4,807.02万元，同比增长76.19%；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90,801.34万元，

同比增长64.6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增长38.52%。业绩增长的主要驱

动因素为：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强化渠道建设和品类延展，B2C业务保持高速发展，同时继续发挥精益管

理和自动化智能制造等方面的优势，B2B业务稳健增长，公司经营业绩整体上实现了持续快速的增长。 

1、政策推动因素 

公司所属行业为纺织业，纺织工业是我国传统支柱产业、重要民生产业和创造国际化新优势的产业。

近年来，国家对纺织工业给予一系列政策支持。工业和信息化部《纺织工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

提出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的“三

品”战略为重点，增强产业创新能力，优化产业结构，推进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形成发展新动能，创造

竞争新优势，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初步建成纺织强国。“十三五”期间，纺织品服装出口占全球市场份额

保持基本稳定。纺织工业增长方式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同时，发挥好中央和地方财政资金引

导作用，利用现有资金渠道，支持纺织行业科技创新、技术改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品牌建设、行业

服务平台建设等。国家政策对纺织业的大力支持有利于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为公司业绩增长创造了良好

的市场环境。 

2、市场推动因素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互联网的发展，国内迎来新一轮的消费升级，消费者从刚性生活需求向非

刚性生活需求逐步转变，从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转变，同时随着80后、90后人群的成长，逐渐形成去

品牌化的消费理念。一方面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不再是炫耀性需求，而更看重体验和品质，追求好看、实

用、价格合适的产品，而这也正是公司自有品牌“90分”的产品理念，契合市场需求为公司自有品牌的市场

开拓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人们开始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这带来旅游出行领域的消费快速增长，

推动公司出行装备产品销量的快速增长。 

3、管理及研发设计创新推动因素 

公司所处行业为劳动密集型行业，市场为完全竞争的市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公司通过不断

推动管理创新，提高管理效率和水平。公司大力推动精益化生产管理模式及阿米巴自组织模式创新，使公

司成本和管理效率均得到改善。此外，公司重视研发创新，不断引进优秀研发人才，推动产品研发设计创

新，同时加强与原材料供应商的合作，共同研发致力于将科技融入产品，提升产品科技附加值。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等未发生重大变

化。 

公司所处的出行消费品领域是一个海量的市场。公司目前主要产品为背包、旅行箱、衣帽鞋袜及相关

配件等，主要用途是为人们进行商务出行及外出游玩、运动、旅行等活动提供功能齐全、造型美观的出行

装备。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消费者对于生活质量的要求也会提高，消费理念也会发生改变，对产

品的功能、实用和美观等个性化特点的追求促进出行装备升级的需求。在旅游出行方面，行业发展在一定

程度上受到旅游业景气度影响。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出行的需求增长，旅游业得到迅速发展，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政府门户网站数据，2018年全年，国内旅游人数55.39亿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10.8%；

全年实现旅游总收入5.97万亿元，同比增长10.5%。我国整体出行装备市场在居民消费观念改变及国家政策

鼓励的双重驱动下，具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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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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8,070,223.36 1,162,436,610.54 76.19% 775,774,462.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3,732,781.71 133,407,553.08 30.23% 84,004,538.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2,802,111.31 110,313,098.65 38.52% 79,314,585.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5,950,802.96 154,014,558.56 -5.24% 87,995,799.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0 0.62 29.03% 0.5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0 0.62 29.03% 0.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68% 19.98% 10.70% 37.04%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1,409,835,296.25 989,715,815.64 42.45% 811,553,419.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36,287,827.37 487,809,253.10 30.44% 534,724,57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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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794,811.29 452,127,989.87 574,254,454.77 605,892,967.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528,458.62 49,181,165.27 44,415,889.27 45,607,268.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082,877.82 40,946,876.44 39,307,150.68 39,465,206.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1,847,260.54 146,048,425.22 49,552,143.95 32,197,49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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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1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4,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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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劲松 境内自然人 61.40% 133,625,635 133,625,635 质押 36,414,000 

高晓敏 境内自然人 3.72% 8,100,000 8,100,000 质押 4,3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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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社保基金

四零四组合 
其他 3.40% 7,392,155 0   

张溯 境内自然人 2.28% 4,953,146 316,613   

安徽开润股份

有限公司－第

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 

其他 1.96% 4,275,430 0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二组合 
其他 1.86% 4,044,724 0   

鹏华基金－建

设银行－中国

人寿－中国人

寿委托鹏华基

金公司混合型

组合 

其他 1.51% 3,288,604 0   

钟治国 境内自然人 1.49% 3,240,000 3,240,000 质押 324,000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鹏

华新兴产业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42% 3,088,407 0   

王兵 境内自然人 1.31% 2,844,87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范劲松、高晓敏、张溯、钟治国均为有限售条件股东，其中范劲松是公司实际控制人，高晓

敏、钟治国是公司现任董事及高管。未知公司其他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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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8年我国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态势，消费连续5年成为经济增长第一动力。我

国消费结构升级仍处于上升期，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消费模式不断创新，消费贡献进一步增强，消费升级

还将经历较长的发展阶段。同时，消费者需求从量的提升向质的升级趋势进一步显现，市场对于高品质、

高颜值、高性价比的优质产品需求量持续增加。报告期内，开润股份坚持“让出行更美好”的公司使命和“正

直勤奋、创新实践、用户第一、员工成长”的企业价值观，围绕“成为受尊敬的世界级出行消费品公司”的公

司愿景，积极践行“优质出行，为用户提供完整产品解决方案”的发展战略，实现了公司持续、快速、健康

发展。 

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04,807.02万元，同比增长76.19%；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90,801.34万元，

同比增长64.66%，其中，B2B主营业务收入88,243.06万元，同比增长35.38%，B2C主营业务收入102,558.28

万元，同比增长102.2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增长38.52%。 

1、坚持“做好产品”理念，不断拓宽渠道建设，稳步延展产品品类，B2C业务快速增长 

2018年，公司继续强化先进经营理念，基于移动互联网、新零售、消费升级、粉丝经济等经营思维，

在充分放大小米平台优势的同时，不断强化供应链管理能力，积极拓展自有渠道资源，加强与业务相关方

的合作，在充分研读市场的前提下科学审慎拓展产品品类，自有品牌业务得到进一步快速健康发展。 

供应链方面，公司坚持打造行业内互联网和科技属性突出的供应链体系，持续加强团队建设，引进各

行业供应链优秀管理人才，并加强供应商管理，通过与行业内资深专家合作，针对与国际一线品牌深度合

作的生产商进行严格评估，选择价值观契合的优质供应商，并进一步强化了与美国铝业、科思创（原德国

拜耳）、杜邦、日本东丽、YKK、Segway等知名供应商的深度合作关系，用跨界思维融入科技创新，形成

了稳定优质的供应商资源和供应链管理能力。 

渠道方面，公司在巩固已有渠道优势的基础上，积极拓展渠道资源。国内线上渠道方面，深化与小米、

天猫、京东等国内主流电商平台和罗辑思维、优酷旅游等垂直平台的持续合作，开拓了云集、环球捕手、

贝店等社交化电商渠道。同时不断巩固和充实自有渠道力量，将自有渠道团队独立运作、考核，充分调动

人才主观能动性；国内线下渠道方面，继续保持和小米线下店全面合作，并在团购、KA、百货等自主线

下渠道方面进一步探索和拓展；海外渠道方面，初步组建了强有力的团队，一方面通过与小米海外渠道的

深度合作积极布局，另一方面通过自有线上线下渠道、海外合作渠道、代理商等方式扎实推进海外渠道布

局。 

产品品类方面，公司稳步丰富产品品类，并立足于自身优势，在科学研判市场需求和形势的基础上，

从箱包领域逐步延伸至鞋服、配件等出行消费品领域。报告期内，在箱包类产品品类上，公司推出了商务

旅行包、七道杠旅行箱、电脑内胆包、透明箱、城市通勤双肩包、相机包、户外防水便携桶包、杜邦纸收

纳系列、户外学院休闲双肩包等多种类型。在其他出行消费品领域，公司推出了男士针织短裤、棉麻衬衫、

五指袜、连裤袜、运动按摩袜、防晒帽、女士牛仔裤、一体织板鞋、蒸汽眼罩、各类清洁剂、女士内衣、

蓄热保暖空军夹克、即热温控羽绒服等满足多种出行生活场景的产品类型。 

2、持续优化业务结构，积极拓展客户资源，全面落实全球化布局，B2B业务稳健发展 

公司一直保持与国际知名品牌的良好合作关系，通过优秀的产品设计、优质的产品和服务、高效的运

营团队，获得客户的认可，与优质客户成为长期合作伙伴，并随着客户业务的扩张，逐步拓展公司产品品

类，业务量也保持着稳定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优化客户结构，努力深挖与重点客户的合作深度和潜能，积极探索多样化合作方

式和产品品类，进一步加强深化合作，重点客户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同时，公司借力资本平台优势，通过

并购优秀标的公司进入了国际一线客户Nike的供应商体系。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已完成了收购PT. 

Formosa Bag Indonesia和PT. Formosa Development（以下合并简称“标的公司”、“印尼工厂”）100%股

权项目，标的公司与美国Nike公司保持了十几年的稳定合作，并成长为其核心包袋供应商之一。通过此次

收购，公司的客户资源优势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也为公司争取其他一线优质客户资源、拓展产品品

类至运动领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公司B2B业务继续与互联网大客户及线下新零售客户保持合作，

并通过与客户成立合资公司等模式开展业务，深化高度互信的客户关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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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布局方面，公司B2B业务早已遍布全球，在美国、印度、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地均设有海外销

售分部。为增强公司的国际市场竞争力，综合考虑市场容量、劳动力成本及其他经营成本等因素，公司在

印度设立了制造基地，并于报告期内收购了印尼工厂，这对于公司进一步完善海外布局，扩大国外生产工

厂版图，打通东南亚地区产业链、迈向一体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将为公司延伸产业链、实现产业集

聚、打造良好商业生态奠定良好基础。 

3、强化精益管理能力，夯实智能自动化优势，降低生产经营成本，生产效率持续提高 

公司进一步加强自动化生产管理探索，与供应商或高校合作研发先进生产设备，强化先进生产的技术

壁垒，夯实智能自动化优势。与此同时，公司持续大力推行精益管理，继续围绕“消除浪费、精简生产、

激发团队、提高效率”的战略方针，推行目视化看板管理、一体化生产模式，并进一步优化生产流程和相

关薪酬激励机制，加强生产人员培训，精益文化和学习文化推进取得突破，缩短公司产品的生产周期，降

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报告期内，凭借先进的精益管理能力和优秀的制造能力，公司获得了“智慧

双创、智能制造先进单位”、“安全生产目标管理先进单位”、“市值十佳工业企业”等荣誉称号。 

4、多方引进优质人才，加大研发创新力度，提高产品科技附加值，品牌价值不断攀升 

公司坚持产品自主设计与开发，加大资金投入用于持续、专业的市场调研、流行趋势调研、原物料工

艺调研以及国内外展会调研，促使设计团队始终吸收着最新的设计理念。公司设有研发设计中心，并聘请

了多名海外设计师以及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设计师，公司目前已组建了一支高素质、国际化的设计研发队

伍。充沛的人才储备保证了公司能根据客户需求快速反应，专业的后期结构设计以及样品制作团队保证了

用户和设计师的理念能够准确地以实物形式呈现出来。凭借扎实的设计和研发能力，公司旗下品牌及产品

获得了多项国内外大奖。公司自主开发的90分商旅两用旅行箱（七道杠）荣获2018年德国红点设计大奖；

米兔儿童旅行箱荣获2018年优良设计奖（Good design award）；90分即热温控羽绒服于2019年1月荣获德国

iF设计大奖；90分轻商务登机箱（前开盖）于2019年3月荣获2019德国红点设计大奖；90分智能跟随旅行箱

Puppy1在美国CES展上获得国外媒体的一致好评，并荣获2019德国红点设计大奖；90分品牌于报告期内被

授予“上海品牌”称号。 

公司建立了专业的新材料研发及新工艺研发团队，为客户及设计师需求的满足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公

司不断扩展出行产业边际，致力于将科技融入人们出行生活方式。依托三大技术平台：安徽省技术中心、

安徽省纺织涂层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博士后工作站，公司在出行产品领域导入跨界技术，并获得了多

项专利技术，公司研发了智能跟随拉杆箱、指纹锁拉杆箱、吸湿排汗打底T恤、抗菌T恤等，持续提高产品

科技附加值。 

在对外研发合作方面，公司与多家世界500强企业建立了新材料研发项目合作关系，其中与德国科思

创保持战略合作关系，开发聚碳酸酯/碳纤维复合材料旅行箱；与德国汉高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在旅行箱自

动化装配工艺进行深入合作；与美国铝业保持合作，共同开发适用于旅行箱的高强度铝合金材料；同时，

还与美国杜邦深入合作并签订框架协议，就聚碳酸酯复合KEVLAR（凯夫拉，防弹材料）材料在旅行箱上

的应用进行深入合作，推出了仅1.68kg的超轻旅行箱，获得了主流媒体的关注。在产学研方面，与合肥工

业大学、上海理工大学、北京服装学院、武汉纺织大学、华东理工大学、江南大学，东华大学建立产学研

合作关系，为公司进一步的深度研发和技术创新提供支撑。 

5、重视人才梯队建设，灵活运用多种激励方式，有效调动人才积极性，员工幸福感和敬业度显著提

升 

公司不断推进与上市公司制度体系相适应的机制建设，通过外引内育、考核激励、员工培训、组织创

新等四个维度的工作，充分调动公司经营层和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催生主观动力，激发人才潜力。一

是外引内育集聚人才。外部市场方面，公司引进和凝聚了一批行业内外的优秀人才，不断夯实团队组织建

设，促使效率进一步提升。企业内部方面，公司通过开展人才盘点、人才梯队建设、内部轮岗、人才推荐

奖励机制、培训生计划等一系列工作，培育和挖掘人才潜力，逐步打造纺锤型的人才结构，为满足未来业

务发展的人才储备打基础。二是考核激励留住人才。在激励方面，公司完善了薪酬职级与绩效考核制度，

按照SMART原则系统完善了全员的KPI与OKR指标体系，并立足长周期考虑，在报告期内对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预留部分进行了授予，进一步绑定核心员工与公司的利益，促使员工站在公司长远发展角度以主人

翁心态投入工作。三是强化培训、培养人才。公司高度重视并通过外部合作和内部建立培训机制、建立培

训网页和三大培训板块、搭建内部培训师团队等方式，不断增强公司发现人才、培养人才、赋能于人才的

能力，系统性地提升公司人才专业水平与综合素质。报告期内，公司积极与外部合作，利用丰富的商学院

资源和专业培训资源，立体式、系统性地对员工进行全方位培训。四是组织创新激发人才。公司持续思考

和主动进行内部组织的变革与创新，打造精英小团队，建立自生长组织、裂变式组织，逐步尝试推行阿米

巴独立经营体，不断激活组织的生命力与创造力，支撑公司的快速发展与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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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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行产品 1,975,298,732.40 508,996,466.09 25.77% 85.82% 60.64%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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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营业收入较上期增长76.19%，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发挥精益管理优势，夯实核心竞争力，同时开发新

品上市和销售需求增加，B2B业务持续稳健增长，B2C自有品牌业务大幅增长。 

2、营业成本较上期增长85.26%，主要是本期销售规模扩大，B2B业务稳定增长，B2C自有品牌业务大幅增

长。 

3、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较上期增长30.23%，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发挥精益管理优势，

夯实核心竞争力，同时开发新品上市和销售需求增加，B2B业务持续稳健增长，B2C自有品牌业务大幅增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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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6月财政部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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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四项解释，本公司于2018年1月1起执行上述解释。 

根据财政部2018年6月15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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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对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应按如下规定编制财务报表： 

资产负债表中将“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归并至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将“应收

股利”和“应收利息”归并至“其他应收款”项目；将“固定资产清理”归并至“固定资产”项目；将“工

程物资”归并至“在建工程”项目；将“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归并至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将“应付股利”和“应付利息”归并至“其他应付款”项目；将“专项应付款”归并至“长期应付

款”项目。 

利润表中从“管理费用”项目中分拆出“研发费用”项目，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分拆“利息费用”和“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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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收入”明细项目。 

本公司根据财会【2018】15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2018年度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变更了

相关财务报表列报。相关列报调整影响如下： 

2017年12月31日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  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应收账款 198,224,695.63 — 186,912,287.31 —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 198,224,695.63 — 186,912,287.31 

应付票据 43,943,754.15 — 43,943,754.15 — 

应付账款 355,477,061.45 — 96,863,143.06 —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 399,420,815.60 — 140,806,897.21 

2017年度受影响的合并利润表和母公司利润表 

项  目 合并利润表 母公司利润表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管理费用 93,266,873.21 57,498,323.71 33,283,075.76 15,935,262.34 

研发费用 — 35,768,549.50 — 17,347,8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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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公司新设全资子公司宁波浦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浦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滁

州米润科技有限公司、滁州开润未来箱包制品有限公司、滁州松林箱包材料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匠

润商贸有限公司、滁州锦林环保材料有限公司、上海派润商贸有限公司；自设立之日起公司合并其财务报

表。合并范围变更主体的具体情况详见“第十一节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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