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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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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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公司拟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不含公司现金回购股份）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5 元（含税)。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回购股份 6,427,000 股，

预计分配现金股利 9,302,610.00 元，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实施的股份回购金额为人民

币 9,986,156.00 元。因此公司 2018 年度现金分红总额（含回购股份金额）为人民币 19,288,766.00

元，占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的 59.99%。如自本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后至利润分配股

权登记日期间，公司回购股份数发生变动的，则保持每股派现金额不变，对派现总额做相应调整。

公司 2018 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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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材科技 60120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 杰 张 钰 

办公地址 绵阳市游仙区三星路188号 绵阳市游仙区三星路188号 

电话 0816-2289750 0816-2289750 

电子信箱 chenjie@emtco.cn zhangyu@emtco.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本报告期，公司主要从事化工新材料的研发、制造和销售，以新型绝缘材料为基础，重点发

展光学膜材料、环保阻燃材料、电子材料等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特高压及智能电网、

光电显示、电工电器、军工、特种纤维、消费类电子、汽车电子、通信设备等领域。 

2、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建立了以产品类别划分的事业部组织管理体制，组建了功能薄膜事业部、绝缘材料事业

部、阻燃材料事业部、绝缘树脂事业部、光电材料事业部、电子材料事业部、PVB 材料事业部七

个事业部。按照授权、监督与服务相结合的原则，集团实施统一采购、财务管理与核算，各事业

部拥有销售、技术、制造方面的经营自主权。 

（1）采购模式  

公司的生产性材料、辅料备件、办公劳保用品由集团供应链管理部集中向国内外供应商进行

采购，生产设备由集团工程部向国内外供应商进行订购。供应链管理部根据年度销售计划/安全库

存量制定年度计划，根据 OA 需求计划/采购在途量制定月度及临采计划；供应链管理部秉承 QCDS

（质量/成本/交期/服务）原则积极拓展采购渠道、完善采购数据库，按照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

的要求建立供应商管理制度，并根据相关规定实施采购业务。 

（2）生产模式 

从产业链角度来看，东材科技位于大型石化企业与终端商品制造企业之间的中间环节，产品

具有特定用途和性能指标。因此，公司主要实行“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基础原材料由供应链

管理部向国内外大型石化企业统一采购，生产部门根据客户的预订单情况和产品性能要求，自行

制定生产计划，组织生产、检验并交付产品。 

（3）销售模式 

①、以直销为主、经销为辅：本公司所有产品均以“东方”品牌命名。直销模式是通过公司

营销系统销售至终端客户群，进而及时了解客户需求变化，不断增强市场开拓能力和快速响应能

力；经销模式则是将产品销售给各级分销商，通过分销商开发和服务中小型客户，进而不断扩大

营销服务网络。 

②、以内销为主、外销为辅：公司以内销为主导，占公司整体销售额的 90%以上；外销由公

司国际营销部通过行业信息平台直接与海外客户洽谈交易。 

③、强化大客户营销策略：公司根据客户的经营规模和发展潜力，并结合其对公司业绩的贡



献能力，对客户群进行信用分级管理，强化大客户营销策略。各事业部委派销售专员负责大客户

的销售业务，深入了解其发展需求，资源配置给予倾斜，尽可能为其提供更优秀的产品/解决方案，

有步骤地培育一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大客户群，为公司建立长期稳定的行业竞争优势。 

3、行业情况 

行业的情况详见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行业经营性信息分析和关于公

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之行业格局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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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7,995,561.45 3,014,363,393.00 5.43 3,083,450,468.62 

营业收入 1,644,547,440.82 1,734,079,596.12 -5.16 1,673,892,770.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2,154,270.21 99,297,125.82 -67.62 41,679,431.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9,607,807.67 48,765,789.93 -80.30 35,639,820.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350,782,938.71 2,321,680,020.90 1.25 2,280,606,728.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23,738,020.02 88,330,266.57 153.30 248,112,773.61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5 0.16 -68.75 0.0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5 0.16 -68.75 0.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38 4.30 减少2.92个百分点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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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051,540.73 417,600,350.10 440,686,191.99 393,209,358.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828,597.47 1,984,659.02 18,962,039.81 4,378,973.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649,598.90 -3,805,946.04 15,726,548.58 -2,962,393.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934,014.16 25,759,382.28 41,695,074.23 167,217,57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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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6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4,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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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金技术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 

  143,759,600 22.94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于少波   24,833,200 3.96   质押 12,260,000 境内自然人 

熊玲瑶   20,942,160 3.34   无   境内自然人 

唐安斌   19,391,600 3.09   质押 3,350,000 境内自然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15,625,900 2.49   无   国有法人 

熊海涛   14,196,772 2.27   无   境内自然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9,796,995 11,361,118 1.81   无   国有法人 

唐子舜   4,000,000 0.64   无   境内自然人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

－嘉实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3,322,800 0.53   无   其他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

－南方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3,222,900 0.51   无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第六大股东熊海涛为第一大股东高金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为一致行动人关系。公司第四大股东唐安斌与第八

大股东唐子舜为父子关系，为一致行动人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

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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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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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公司全面深化战略管理、聚焦产品创新、精准业务拓展、加强风险管控的关

键之年。公司董事会及全体员工恪尽职守、团结奋斗，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董事会年初制定的

“创新驱动，培育增长新动能；战略引领，实现发展新跨越”的总体工作思路，紧紧围绕年度



经营目标开展各项工作。但是，由于受特高压电网投资减速、新开工项目减少的影响，公司与

之配套的功能聚丙烯薄膜、大尺寸绝缘结构件等产品的市场需求大幅下降，2018 年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 16.45 亿元，同比下降 5.16%。其次，受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减产、国际政治

贸易局势动荡、环保监察力度加大等因素影响，主要化工原材料价格均呈上涨态势，环保投入

成本持续上升，进一步压缩公司利润空间。2018 年，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15.43 万元，同比下降 67.6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960.78 万元，同比下降 80.30%；实现基本每股收益 0.05 元，同比下降 6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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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6 月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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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

对 2017 年度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进行追溯调整。 

期初余额/上期发生额 调整前 调整后 变动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594,968,734.30 594,968,734.30 

应收票据 286,285,868.67  -286,285,868.67 

应收账款 308,682,865.63  -308,682,865.63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26,819,557.15 126,819,557.15 

应付票据 300,779.78  -300,779.78 

应付账款 126,518,777.37  -126,518,777.37 

其他应付款 6,750,357.75 6,994,233.19 243,875.44 

应付股利 243,875.44 - -243,875.44 

管理费用 167,925,437.70 84,964,028.76 -82,961,408.94 



期初余额/上期发生额 调整前 调整后 变动额 

研发费用  82,961,408.94 82,961,40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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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公司类型 公司名称 公司简称 与上期相比的变化情况 

控股子公司 四川东方绝缘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东材股份 未变化 

控股子公司 四川东材绝缘技术有限公司 东材技术 未变化 

控股子公司 河南华佳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华佳 未变化 

全资子公司 绵阳东方绝缘漆有限责任公司 东漆公司 未变化 

全资子公司 江苏东材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东材 未变化 

全资子公司 绵阳道和置业有限公司 道和置业 本期新设 

全资子公司 艾蒙特成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艾蒙特 本期新设 

孙公司 连云港东材绝缘材料有限公司 连云港东材 未变化 

孙公司 苏州市达涪新材料有限公司 苏州达涪 本期新设 

孙公司 成都艾必克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艾必克合伙 本期新设 

孙公司 成都艾必克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艾必克医药 

本期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

合并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节“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和“九、在其他主体中的

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