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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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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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以截止2018年末公司总股本106,666,66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分配现金红利3.50

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红利 37,333,333.45元。本年度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剩余未分配利润转入下一年度。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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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得科技 603192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兵 陈英华 

办公地址 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卫镇春华路180号 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卫镇春

华路180号 

电话 021-37285599 021-37285599 

电子信箱 hdkj@shhdsz.com hdkj@shhdsz.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有重大变化。 

公司的主要业务：公司的主营业务是聚氨酯树脂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与技术服务，主要产品

为合成革用聚氨酯（PU 浆料）、聚氨酯弹性体原液和聚酯多元醇。 

经营模式 

1）销售模式 

公司采用直销模式，向客户直接销售产品。公司已经建立了覆盖下游行业主要客户的销售渠道网



络，重视并提供产品在售前、售中、售后的技术服务，提高产品附加值。 

公司客户具有较为明显的区域集中特征，公司按区域配备专门的销售人员，销售人员通过收集市

场变化趋势、客户需求的信息，将市场信息反馈给公司研发部，并以协助客户进行产品技术开发。

公司强调顾问式服务和引导式销售，根据客户需求设计产品性能和工艺，满足并引导客户需求，

为客户提供定制化产品。 

2）生产模式 

公司客户数量多，且客户通常对产品有多批次、多品种、发货周期短的要求，而公司产品又具有

定制化、多品种、多型号的特点，因此公司生产模式主要采取以销定产的模式，根据产品的销售

订单制定生产计划并组织生产。 

公司销售部的销售人员在接到客户订单后，及时反馈给销售内勤，销售内勤每天汇总订单信息后，

形成销售计划，及时将销售计划发送给生产部；生产部的调度人员根据订单的产品型号、数量、

交货时间等要求编制生产计划并传送给生产车间；生产车间严格按照生产计划进行生产。客户需

要提前打样、试样的，由研发部进行打样、试样，经检测并和客户确认后，制定工艺单下达生产

车间，每批产品严格按照工艺单进行生产。 

3）采购模式 

公司主要原、辅材料均向生产厂商直接采购。公司主要供应商为大型跨国化工企业和国内上市公

司。 

公司采购部门根据每天的原材料库存情况、生产计划和安全库存情况，向供应商订单采购。为了

保证原材料的质量和供应量，供应部建立有较为严格的供应商筛选标准和流程，根据供应商的资

质条件、产品质量、供货能力、服务水平等筛选符合条件的供应商进入合格供应商系统。 

4）研发模式 

公司对产品的研发分为前瞻性研发和市场应用性研发，前瞻性研发是根据对行业发展的趋势和市

场前景的分析，进行自主性创新研究，引导客户和市场的需求；市场应用性研发是根据市场和客

户的需求，着重解决生产工艺、产品应用方面的技术问题，使技术转化成实际生产能力。研发部

将已开发的产品信息提供给销售部进行市场开拓，销售部也及时地向研发部反馈市场需求等市场

动态，保证研发与市场、客户的最新需求紧密结合。 

3、行业情况说明 

2018 年，国内经济增速平稳，受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下游皮革生产厂商出口受阻，但国内经济改

革成果逐渐体现，经济结构持续优化，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一步扩大，消费已经成为国内经



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国内聚氨酯行业整体运行平稳，但面临综合成本上涨和宏观环境波动的压力，聚氨酯上游原材料

供应较为稳定，主要原材料 DMF、MDI、AA、TDI 的价格在前半年保持高位，第三季度开始有不

同幅度的下跌。年度总体保持下降额趋势。 

2018 年，受供给侧改革和安全环保因素的影响，一些安全和环保不达标的企业被关停或主动停产，

下游企业的需求量有所减少，导致聚氨酯行业集中度提高，其中大中型企业受此影响较小。 

2018 年，聚氨酯树脂行业越来越朝着精细化的方向发展，行业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受国家环保政

策越来越严格的影响，溶剂型聚氨酯树脂势头较差，而环保型无溶剂材料在市场上受到的认可度

更高，因公司布局较早，在 2018 年宏观环境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公司受到影响较小，产品年度销

量保持稳定。 

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现有的聚焦中高端产品策略，提高产品竞争力，引领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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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4,418,531.33 1,118,571,681.96 46.12 1,053,199,802.67 

营业收入 1,592,519,755.40 1,426,122,040.87 11.67 1,173,866,784.5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15,454,115.13 110,203,187.27 4.76 97,945,785.3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07,693,081.77 90,928,135.15 18.44 89,649,195.6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116,769,908.00 524,103,838.57 113.08 454,194,173.87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89,992,834.92 116,582,769.11 -22.81 194,304,360.16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1.30 1.38 -5.80 1.22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1.30 1.38 -5.80 1.22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5.59 22.84 减少7.25个百分

点 

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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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190,071.38 437,657,148.44 452,900,122.15 330,772,413.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3,858,999.36 35,195,129.00 32,329,567.33 24,070,419.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23,590,041.00 34,254,219.73 29,410,357.49 20,438,463.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2,908,782.45 121,009,267.64 58,609,519.89 23,282,82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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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9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4,08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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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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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汇得企业集团有

限公司 

0 38,000,000 35.62 38,000,00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颜群 0 24,000,000 22.50 24,000,00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上海湛然股权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0 13,000,000 12.19 13,000,00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上海涌腾股权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0 5,000,000 4.69 5,000,00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张秀丽 297,986 297,986 0.28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 181,000 181,000 0.17 0 无 0 其他 



公司－润之信 56期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尤宏兴 157,758 157,758 0.15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袁雪柯 122,400 122,400 0.11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揭志道 115,407 115,407 0.11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韩笑 104,900 104,900 0.10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汇得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钱建中、颜群夫妇

合计持有汇得集团 100%的股权，另外，湛然合伙的合伙人中，

普通合伙人鸿砚投资为实际控制人钱建中持股 100%的公司。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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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090.2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1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1,545.41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7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10,769.3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8.44%。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 163,441.85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12%，净资产 111,676.9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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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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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调整，主要包括： 

1）、在资产负债表中新增“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应收票据”和“应

收账款”项目合并计入该新增的项目；   



2）、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和“其他应收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收

款”项目；   

3）、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固定资产清理”和“固定资产”项目合并计入“固定资产”项目；   

4）、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工程物资”和“在建工程”项目合并计入“在建工程” 项目；   

5）、在资产负债表中新增“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应付票据”和“应

付账款”项目合并计入该新增的项目；   

6）、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和“其他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付

款”项目；   

7）、将资产负债表中原“专项应付款”和“长期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长期应付款”项目；   

8）、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行项目，将利润表中原计入“管理费用”项目的研发费用单独

在该新增的项目中列示；   

9）、在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目下新增“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分别反映企业

为筹集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等而发生的应予费用化的利息支出和企业确认的利息收入。 

此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已经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公司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列报产生影响，不影响当期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

公司总资产、总负债、净资产及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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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上海鸿得聚氨酯有限公司 

上海汇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常州普菲特化工有限公司 

福建汇得新材料有限公司 

常州韵祺运输有限公司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六、合并范围的变更”和“七、在其他主体中

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