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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21              证券简称：怡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9-027 

江苏怡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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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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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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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8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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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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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达股份 股票代码 30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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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国庆 孙洁 

办公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西石桥球庄 1 号 江苏省江阴市西石桥球庄 1 号 

传真 0510-86609388 0510-86609388 

电话 0510-86600202 0510-86600202 

电子信箱 caiguoqing3376328@163.com nanalogox@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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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的经营范围和主营业务 

公司始终专注于醇醚及醇醚酯类有机化工产品的技术研发、生产及销售。经过20余年的发展，公司已逐步发展成为集生

产、科研为一体、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与国际接轨的国内领先醇醚企业。公司主导产品为“怡达牌”丙二醇醚及丙二醇醚酯系

列产品、乙二醇醚及乙二醇醚酯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涂料、油墨、电子、覆铜板、汽车制动液、农药、医药、印刷、清洗

剂、日用化学品等行业。 

（二）、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1、销售模式： 

公司产品以直销为主，针对需求量小、公司销售网络覆盖能力相对薄弱的地区，以贸易为辅。立足国内市场，扩大市场

占有率；开辟国外市场，依托现阶段已合作的国际国内知名企业挖掘市场机会，并寻求长期战略伙伴关系。 

2、生产模式 

采用规模化、自动化的生产装置24小时连续生产，生产装置通常为综合装置，可根据市场所需，生产不同种类的产品，

装置利用率高、运行稳定。公司依托“三江战略布局”，统一管理吉林怡达、珠海怡达客户资源、销售计划和生产计划，在上

年末根据销售计划、产能和设备状况制定下年度的生产计划。 

3、采购模式 

公司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材料采用集中采购模式，即总量约定、分批交付。对于其他原材料和辅料、五金等材料，采购人

员根据生产订单，结合存货，确定数量，再经比价、询价后在合格供应商名单里选择供应商。 

4、研发模式 

公司目前主要采取自主研发为主，并积极利用外部技术资源进行合作开发的研发模式。依托公司技术研究中心的技术研

发力量，将公司研发方向与市场需求有机结合。针对客户需求，进行量身定制，将公司新产品更好的推向市场，进一步增强

了公司竞争力。 

5、盈利模式 

公司自成立至今，一直致力于醇醚及醇醚酯类有机化工产品的技术研发、生产及销售，不断巩固公司的竞争地位。经过

多年行业积累及优质的产品质量，公司赢得较为稳定的客户群体。公司与吉林怡达、珠海怡达形成三地联动的采购、生产、

销售模式，使资源得到了有效配置，降低生产成本，扩展市场空间，公司的销售收入逐年稳定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主要产品、主要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公司所处行业分析： 

公司所处行业为精细化工行业。世界精细化工发展的显著特征是：产业集群化、工艺清洁化、节能化、产品多样化、专

用化、高性能化。近年来，精细化工的发展在中国愈来愈得到注重，已经变成化工行业的战略要点，同时也是新材料的关键

构成成分。但是我国的精细化率相对国外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此外，我国精细化工行业在传统产品竞争力提升的同时，高

端化工类产品严重短缺，部分高科技产品还处于空白状态。因此，提升行业整体自主研发能力和产业竞争力将成为国家实施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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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7,231,637.50 1,212,719,997.32 -7.05% 1,002,473,250.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731,897.10 64,584,782.37 -44.67% 59,530,743.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105,458.33 58,849,245.13 -59.04% 58,257,451.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4,190,993.07 2,077,876.68 5,876.82% 41,077,749.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435 1.0456 -57.58% 1.034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435 1.0456 -57.58% 1.03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5% 11.83% -7.68% 13.72%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1,386,517,701.22 1,270,071,915.87 9.17% 889,088,030.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70,725,793.22 852,746,816.56 2.11% 489,627,4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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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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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408,571.47 298,475,953.90 309,203,246.55 248,143,865.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667,982.49 14,256,540.26 11,400,048.05 1,407,326.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307,401.03 11,789,559.38 7,009,324.54 -2,000,826.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331,998.73 61,124,598.71 71,725,624.82 19,672,76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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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15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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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准 境内自然人 21.17% 17,119,608 17,119,608 质押 600,000 

沈桂秀 境内自然人 13.17% 10,650,516 10,650,516   

刘昭玄 境内自然人 6.45% 5,215,000 5,215,000   

深圳同创锦程新三

板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0% 1,700,000 0   

无锡神怡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1% 1,625,952 240,145   

光大创业投资江阴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3% 1,563,712 0   

林婵贞 境内自然人 1.93% 1,563,100 0   

光大国联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1% 1,545,460 0   

上海力元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7% 1,192,000 0   

袁凌 境内自然人 1.38% 1,117,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沈桂秀、刘准为母子关系；光大创业投资江阴有限公司、光大国联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无锡神怡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普

通合伙人赵静珍与刘准为夫妻关系；刘准、沈桂秀、刘昭玄、刘冰、刘芳以及刘坚

于 2016 年 11 月 30 日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协议约定各方一致同意就公司相关事

项与刘准保持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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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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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在“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浪潮下，公司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交融在一起。2018年环保安全

形势十分严峻，尤其江苏实行263专项整治，化工企业关停并转、四个一批（关停一批、转移一批、升级一批、重组一批）

进入倒计时。公司在治理方面勇于投入，真抓实干，在安全、环保、质量方面都得到了全面提升，通过一年全面整治，得到

了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的肯定；2018年世界经济形势全面紧张，贸易战风起云涌，公司经营面临了双重压力，一方面原料价

格受供给侧改革和安全环保大整治影响大幅上扬，另一方面产品价格要与国际接轨，随着原油价格的下跌，产品价格大幅下

降，行业竞争尤其惨烈，导致公司业绩下滑。尽管没有完成利润和销售目标任务，但“加快发展，深化治理”贯穿全年工作重

点，公司上下在“发展与治理”和生产经营中作出不懈的努力，付出了较多的心血。 

1、生产、销售情况 

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2,723.16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7.0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73.19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44.67%。主要原因为公司主要原辅材料价格同比大幅度上涨，导致营业成本增加；且受中美贸易摩擦和环

保督查的影响，下游行业开工不稳定，市场需求减少，产品提价空间受到压缩；同时为了加快募投项目建设，公司优化重组

公用工程、对部分生产装置进行停产检修整合，从而影响产能产量，使报告期内产品销售数量同比出现下降。 

2、安全、环保工作 

2018年国内环保形势依然严峻，既有国家环保督察组的“回头看”督查，又有“长江保卫战”、“蓝天保卫战”等专项行动，

反复检查+督查+交叉检查的模式热火朝天，我公司积极响应相关环保政策，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加大安全、环保设施投入，

做好安全检查，加强专业培训，保证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1）全面落实安全责任制。从总经理到管代，从管代到员工，层层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2）加大安全、环保投入 

2018年度投入环保费用269.39万元，环保设施及设备投入1,424.44万元，合计投入1,693.83万元。江苏怡达全面升级改造

了整个消防系统；吉林怡达整合了燃煤锅炉，全面进行脱硫脱硝改造，完全达标排放；对各作业区老旧设备进行了更换；生

产作业区增设了SIS安全系统安全设施、消防手动报警器，现江苏、吉林、珠海公司重点区域均已安装完成；改造可燃、有

毒气体声光报警器；改建雨污分流设施，增加雨水池监控，实现初级雨水收集、雨污分流、清污分流，达到环境安全达标建

设，并根据新的法律法规更新了《污水检测规定与标准》；完成江苏厂区罐区VOC治理工艺中吸收塔管道的改造工作，确

保吸收塔更高效运行；改进部分作业区尾气吸收管线系统，接下来将继续改进吸收塔吸收工艺，进一步降低VOC的排放。

持续对安全、环保、节能的大力投入，保障公司更健康的可持续发展。2018年度公司安全环保无事故。 

刘准、沈桂秀、刘昭玄、刘冰、刘芳、刘坚 

江苏怡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 4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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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做好安全检查 

公司制定《安全生产检查制度》，每季度组织一次综合安全检查，安环部门每月组织专项安全检查；专职安全员日常进

行检查、抽查、巡查；作业区负责人每月2次检查；班组按规定时时监控。报告期内，公司开展了电气、节假日、特种设备、

夏季“六防”等专项检查，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全部整改到位。 

（4）加强专业培训 

报告期内，公司对新入职员工进行三级培训；利用检修期间对全体员工进行仪器仪表控制、工艺工程、质量知识、环保

知识等培训；组织各部门负责人、内审员进行“三标”换版培训；邀请外部机构老师对全体员工进行职业健康安全培训等，确

保应知应会，安全生产。 

3、加强内控治理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强化治理，积极健全并完善内控制度建设。经评审新增《组织环境与相关管理程序》、《风险与机

遇控制程序》、《环境隐患排查治理制度》等文件。根据新质量、环境管理体系要求，江苏、吉林、珠海三地生产企业对手

册及程序文件进行全面修订完善，共修改完善文件八十余份，于4月份实施。体系换版后，组织各部门对记录进行评审及重

新编号、下发执行。公司安环部门按季度收集法律法规，并组织相关部门开展了合规性评价。报告期内，公司牵头编制的行

业标准《工业用丙二醇单丁醚》于2018年4月1日起发布实施。4月14日公司牵头组织召开了行业标准《工业用丙二醇正丙醚》

的制定工作会议，目前送审稿已上报有机分会。 

公司自去年上市以来，按照上市公司监管要求，不断调整和优化公司经营管理体制。积极推进各项规章制度，强化内部

控制。完善公司治理，狠抓经营规范管理，全面推进组织架构及管理流程优化工作，努力提升企业管理。规范“三会”运行，

健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投资者关系等工作。并通过互动易平台、投资者关系电话等线下线上多渠道常态互动，畅通投

资者与上市公司交流的渠道，增强公司运作透明度，充分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维护上市公司良好市场形象。 

4、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公司继续秉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深化发展“三江战略”，以 “上攀下钻”的产品战略，向产

业链上下游拓展，产业链上游主要发展环氧丙烷项目，下游以环境友好型新材料为主，逐步形成醇醚行业综合性产业集团。

报告期内，公司按计划加紧推进各项目建设，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1）募投项目“年产200吨钛硅分子筛（TS-1）催化剂项目”已于2018年2月7日取得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局颁发的《建

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220213201802070101），现正在试生产过程，已完成总项目的95%。 

（2）募投项目“3万立方液体化工品仓储项目”已于2018年4月4日取得珠海高栏港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建设局颁发的《建筑

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440409201804040101），现正在土建施工建设，已完成总项目的80%。 

（3）变更后募投项目“新建50000t/a醇醚及醇醚酯，20000t/a改扩建醇醚酯项目” 已于2018年11月12日取得吉林经济技术

开发区建设局颁发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220213201811120101），现正在试生产过程，已完成总项目的95%。 

（4）泰兴怡达“年产15万吨环氧丙烷项目”已于2018年6月4日取得泰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颁发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证》（施工许可编码321283201806040299）。现正在设备制作和土建施工建设，现已完成总项目的65%。 

（5）吉林怡达“年产2000吨2-乙基蒽醌（2-叔戊基蒽醌）及四丁基脲项目”已取得《备案信息登记表》，备案流水号：

2019012322027103100245。现正在开展规划、环评、安评等项目审批工作。 

5、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增强员工凝聚力 

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

（业务）人员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使各方共同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

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能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公司实施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于2018年6月完成了首次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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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醇醚系列产品 615,420,333.94  508,376,943.73  17.39% -7.75% -3.63% -3.53% 

醇醚酯系列产品 482,039,610.68  447,086,338.30  7.25% -4.33% 1.21%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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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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2,723.16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7.05%；营业成本98,035.22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54%；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73.19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44.67%。主要原因为公司主要原辅材料价格同比大幅度上

涨，导致营业成本增加；且受中美贸易摩擦和环保督查的影响，下游行业开工不稳定，市场需求减少，产品提价空间受到压

缩；同时为了加快募投项目建设，公司优化重组公用工程、对部分生产装置进行停产检修整合，从而影响产能产量，使报告

期内产品销售数量同比出现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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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6月15日财政部发布财会【2018】15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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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分阶

段实施新金融工具和收入准则以及企业会计准则实施中的有关情况对一般企业的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本公司已按照修

订后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2018年度财务会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 

 

2017年12月31日受影响的合并财务报表项目和金额： 

原报表格式 新报表格式 

报表项目 金额 报表项目 金额 

应收票据 120,141,194.56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27,425,515.38 

应收账款 107,284,320.82 

应收利息 - 

其他应收款 561,079.02 应收股利 - 

其他应收款 561,079.02 

固定资产 211,451,807.69 
固定资产 211,451,807.69 

固定资产清理 - 

在建工程 17,257,431.19 
在建工程 17,257,431.19 

工程物资 - 

应付票据 -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86,986,298.37 

应付账款 86,986,298.37 

应付利息 319,120.83 

其他应付款 342,822.63 应付股利 - 

其他应付款 23,701.80 

管理费用 48,931,581.80 
管理费用 26,286,980.22 

研发费用 22,644,601.58 

 

2017年12月31日受影响的母公司财务报表项目和金额： 

原报表格式 新报表格式 

报表项目 金额 报表项目 金额 

应收票据 33,433,856.85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09,648,365.55 

应收账款 76,214,50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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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报表格式 新报表格式 

应收利息 - 

其他应收款 124,796,439.25 应收股利 - 

其他应收款 124,796,439.25 

固定资产 79,182,141.58 
固定资产 79,182,141.58 

固定资产清理 - 

在建工程 2,371,254.90 
在建工程 2,371,254.90 

工程物资 - 

应付票据 -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51,898,070.91 

应付账款 51,898,070.91 

应付利息 231,395.83 

其他应付款 239,948.38 应付股利 - 

其他应付款 8,552.55 

管理费用 36,637,530.96 
管理费用 13,992,929.38 

研发费用 22,644,60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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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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