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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32                           证券简称：道明光学                           公告编号：2019-021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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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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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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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626,420,744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50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

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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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明光学 股票代码 00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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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敏卫 钱婷婷 

办公地址 浙江省永康市经济开发区东吴路 581 号 浙江省永康市经济开发区东吴路 581 号 

电话 0579-87321111 0579-87321111 

电子信箱 stock@chinadaoming.com stock@chinadaom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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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反光材料的技术研究、技术应用和市场开发。

围绕安全出行为产业核心，构建一个以“反光材料”为基础的全系列化、集群

化的安全防护产品集群，为客户提供安全防护一站式解决方案。公司主营业务

为以反光材料为主的功能性薄膜的研发、设计及生产，主要产品包括各规格、

各等级的反光膜、反光布及以反光膜和反光布为原材料制造的反光服装、反光

制品，以及锂电池软包装膜、LCD用多功能复合型增亮膜卷材、光学膜片材以及

量子点膜等功能性薄膜产品。公司以反光材料及上下游产业为主，向新材料、

新能源等领域拓展，逐步形成多元化产业架构，逐渐从单一的反光材料生产企

业转型为综合性功能性膜材料生产企业。 

（一）主要产品及用途  

目前公司反光材料产品广泛应用于各种道路交通指示标牌、车身安全标识、

海上救生设施、消防救生设施、服装、箱包、鞋帽、广告等领域；微棱镜型反

光膜主要应用于高等级公路以及城市道路标识标牌；高性能光学膜兼具扩散和

增亮功能，主要应用于消费电子领域；锂电池软包装膜主要应用于软包装锂电

池，并最终应用到消费电子、新能源汽车等领域；量子点膜主要应用于液晶显

示的背光模组领域。 

（二）主要经营模式  

报告期，公司的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根据国内外市场，发展了

不同的销售方式。在国内市场，主要靠建立自有渠道结合发展核心经销商进行

销售，销售范围覆盖全国，通过参加公开招标、为客户提供定制化产品的方式，

为全国客户提供优质、及时、专业的服务，可及时有效地满足各地客户的需求。

在国外市场，主要通过各国或者各重点区域选择1-3家有实力的经销商实现销

售，同时在巴西、印度、韩国、巴基斯坦等地区建立销售子公司实现本地化服

务，提升销售业绩。随着公司与海外经销商团队合作关系的日益紧密，公司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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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市场的拓展能力将进一步提高。公司的锂电池软包装膜产品和华威新材料的

光学膜产品主要通过发展大客户，开发有效客户，建立公司与客户之间紧密联

系，提高公司业务人员的服务意识，以下游客户需求为导向，协同技术部、采

购部、生产部等多部门为大客户提供定制化方案。公司为保持在市场竞争中的

优势地位，除不断开拓新的客户来源，丰富客户的分布领域外，积极与下游行

业内的领先企业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形成核心客户资源，形成公司在市场营

销方面的核心竞争力。 

公司目前拥有三大生产基地，位于龙游基地的龙游道明，占地240多亩，主

营玻璃微珠型反光膜、反光布的生产以及反光服装、反光制品的加工生产，建

设有省级反光材料工程技术中心，是目前国内乃至亚洲最大的反光材料生产基

地；同样位于龙游的道明新材料占地135亩，系相关反光材料基础原材料离型纸、

离型膜生产基地；位于永康基地的道明光电占地120亩，系微棱镜型反光材料及

锂电池软包装膜等功能性膜材料产品的生产研发平台；位于常州的华威新材料

成为光学膜、复合膜、装饰膜、量子点多功能复合膜生产研发平台。三大生产

基地联动，打造国内领先的反光材料生产基地的同时，进一步加大新型功能性

薄膜的开发力度，公司从单一的反光材料生产企业提升到全球少数拥有玻璃微

珠型和微棱镜型全系列反光材料生产能力的领先企业，并逐渐转型为综合性功

能性膜材料生产企业。 

 

（三）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绩驱动因素一是公司车牌膜和车牌半成品快速抢占

国内主流省份市场，公司玻璃微珠型反光材料业务不断扩大车牌膜、车牌半成

品等高端产品的市场份额，目前，公司车牌膜在国内市场份额约占30%，2018年

初成功中标广东省等多个省份传统号牌和新能源号牌的车牌膜及车牌半成品项

目；二是公司作为国内唯一突破微棱镜型反光膜技术壁垒并形成有效产能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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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现有存量市场下加快微棱镜型反光膜的进口替代，微棱镜型反光膜销售

快速提升，公司业绩得到大幅提升；三是华威新材料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增加了公司业绩。 

 

（四）行业情况及公司地位   

在全球反光材料行业，大型的反光材料生产企业较少，主要集中在美国、

中国、日本等地，其中比较知名的企业有美国的3M、艾利·丹尼森，日本的NCI，

国内的道明光学、常州华日升、浙江夜视丽等。美国反光材料生产企业由于进

入该行业时间较早，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经验，产品系列齐全。公司凭借上市后

带来的强大的资金实力和研发能力，并经过多年的见证、创新、引领行业的发

展，现已成长为中国反光材料行业的引领者，与国际同行共同竞争全球市场。 

目前，玻璃微珠型反光材料已经基本实现进口替代，但是高端的微棱镜型

反光材料的国产化进程还在起步阶段，受研发技术、行业原生条件等的限制，

国内企业仅有公司全面突破微棱镜型反光膜技术壁垒和生产销售瓶颈。公司在

研发、生产、设备、销售、战略等方面能和外资品牌相抗衡，是国内首家完全

掌握微棱镜型反光膜技术并实现量产的企业。自成立以来公司一直致力于反光

材料的技术研究、技术应用和市场开发，在技术创新、产品创新、行业应用创

新、生产管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极强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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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7,355,027.44 806,798,289.37 48.41% 521,792,083.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5,424,176.02 123,752,926.37 66.00% 48,710,42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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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3,273,984.77 86,594,330.96 100.10% 35,085,153.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7,023,982.59 123,658,977.13 10.81% 77,157,088.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 0.21 57.14% 0.08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 0.21 57.14% 0.08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74% 7.98% 2.76% 3.46%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2,290,633,990.28 2,262,428,369.04 1.25% 1,607,957,006.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98,375,354.52 1,826,934,660.67 9.38% 1,428,006,65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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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084,131.44 325,386,493.67 296,636,424.15 333,247,978.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5,284,305.32 62,214,958.89 59,506,966.64 38,417,945.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9,907,825.45 65,149,818.01 56,058,688.90 11,704,860.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3,527,804.05 17,095,507.98 39,383,508.16 94,072,77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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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9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7,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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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道明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9.85% 249,600,000 0 质押 208,140,000 

胡慧玲 
境内自然

人 
4.71% 29,508,000 0 质押 6,610,000 

胡智雄 
境内自然

人 
3.86% 24,191,702 18,143,776 质押 14,570,000 

胡智彪 
境内自然

人 
3.78% 23,671,702 17,753,776 质押 10,090,000 

黄幼凤 
境内自然

人 
2.77% 17,349,856 17,349,856 质押 13,540,000 

江苏华威世 境内非国 1.97% 12,345,090 12,345,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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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电子集团

有限公司 

有法人 

池巧丽 
境内自然

人 
1.80% 11,278,768 0   

胡敏超 
境内自然

人 
1.57% 9,830,000 0   

黎虹 
境内自然

人 
1.48% 9,260,000 0   

吴之华 
境内自然

人 
1.26% 7,900,000 0 质押 5,71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1、胡智彪、胡智雄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二人已经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二人共同控制浙

江道明投资有限公司 

2、胡慧玲系实际控制人胡智彪、胡智雄之妹妹； 

3、池巧丽系实际控制人胡智彪之配偶； 

4、胡敏超系胡智雄和吕笑梅之次子； 

5、吴之华系胡智雄与吕笑梅长子之配偶； 

 

除上述关系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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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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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管理层积极应对国内外经济和行业环境的新形势和新挑战，

按照董事会年初制定的各项工作部署，积极夯实传统反光材料业务，持续优化

管理体系、组织架构和业务结构，实现生产效率和品质的双提升；加强市场开

发力度，加快创新步伐，积极应对市场变化；强化项目生产运营管理，平衡业

务结构持续把控内外风险，在谋求稳定发展的同时，拓展市场提升盈利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197,355,027.44元，同比增长48.41%；实现

利润总额252,215,011.57元，同比增长68.4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205,424,176.02元，同比增长6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173,273,984.77元，同比增长100.10%，实现稳定增长。 

公司业绩相比去年同期大幅上升的原因主要是：公司抓住国内车牌膜、车

牌半成品等市场积极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拓展客户资源，快速提升高端玻璃微

珠型反光材料市场占有率；在2017年基础上，为国外微棱镜型反光膜客户实时

提供支持与服务，加快进口替代的步伐，保障利润增长点；持续大力推进铝塑

膜重点客户品质验证进程，并已在2019年初与天津力神等国内知名等电池企业

签署框架合作协议，增加公司利润增长点；加快量子点膜生产线设备的安装调

试工作，为2019年的销售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华威新材料并购收官，优化了公司产业布局，量子点膜将规模化产

销，新增利润增长点 

公司收购常州华威新材料有限公司100%股权配套资金募集工作于2017年末

完成，新增股份17,349,856股已于2018年1月2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圆满完成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并购华威新材料的工作，是公司在战略转

型升级上迈出的坚实一步，加速公司转型综合性功能性膜材料生产企业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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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报告期内，华威新材料实现营业总收入334,059,710.75元，实现净利润为

37,672,922.97元，较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长，但近两年下游终端产品LCD电

视及显示面板行业竞争加剧和近几年黑色家电行业消费疲软，消费端LCD显示产

品特别是TV产品价格大幅下降导致整体行业上游供应链的利润压缩传导效应发

生；以及受乐视的不良影响导致利润空间下降，并将成本压力向上游传导，导

致华威新材料主营产品增光膜销售价格大幅度下降，虽然华威新材料努力开拓

销售渠道，积极应对不利形势，产品销售数量和销售额均有一定幅度的增长，

但毛利率有所下降，最终导致本年盈利未能达到预期。2018年末，华威新材料

原股东业绩对赌期结束，公司和原管理层顺利完成交接，主要经营管理团队仍

将留在公司继续工作，确保华威新材料的平稳过渡。目前华威新材料积极调整

销售方案，重点推进增光膜等现有主导产品的市场拓展，并加快量子点膜的量

产步伐。目前量子点膜已安装调试完成达到量产条件，并已通过知名厂家的样

品检测，目前正对新机型进行重新送样检测，销售团队同步加大业务拓展，早

日争取产销协调，为公司增加利润增长点。 

（二）发挥工匠精神，专注为安全事业打造高品质反光材料 

目前，公司拥有3000万平玻璃微珠型反光膜、1500万平米微棱镜型反光膜、

1320万平米反光布、500万平米反光制品、500万件反光服装产能，具备强大的

规模优势，上述生产线均已投产。公司前期主要侧重项目建设，市场开拓储备，

为产能的平稳有序释放奠定坚实市场基础，2016年开始在产品的性能、质量等

方面已得到大幅改善的基础上，加快传统玻璃微珠型反光材料市场推广，有效

提升市场份额。 

公司抓住市场契机在原有省份上快速提升市场占有率，加大销售占比，并

且于2018年初成功进入汽车保有量最多的广东省车牌膜市场。且随着近几年环

保问题得到重视，并随着车牌国标的升级更换以及未来更多融合新技术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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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牌的安全和管理，都需要使用更多的资金投入改造升级设备，国内部分省份

由于财政等各因素未能及时更换车牌生产设备，更多省份车管所系统开始采取

车牌半成品招标，公司也从车牌膜供应商向车牌半成品供应商转变，导致整体

车牌膜及半成品市场规模将呈现大幅度增长，公司也力争获取更高的市场份额，

巩固公司目前在国内的竞争优势。报告期中标浙江省新能源车牌、广东省车牌

半成品及新能源车牌、山东机动车号牌车牌膜等使得公司玻璃微珠型反光膜销

量较往年得到大幅增长。报告期内，车牌及车牌半成品实现销售收入1.96亿元

（含税），对比同期增长幅度较大。 

根据国家质检总局与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发的《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7258-2017）新标准，要求自2018年1月1日起，汽车生产厂家在新车出厂时

必须配备一件反光背心，反光布和反光服装国内市场需求大幅度增加，但由于

该国标要求必须配备一件反光背心外，对于背心的品质没有准确的要求，目前

车厂对于反光背心的质量要求都低于预期，导致很多中小型车厂采购的反光背

心价格较低，故公司反光服装及反光布未实现既定目标增长，但随着市场开发，

公司也不断通过新国标政策积极引导客户使用较高等级产品，提升销售金额和

单价，为出行安全提供有效保障。公司管理层在2019年销售过程中将根据市场

情况积极调整反光服装未来发展战略，致力于推动车用反光背心所使用反光布

的亮度及其他性能指标提升等级，更好的保护乘用人安全，反光服装也逐步实

现产品升级换代，提升产品附加值。 

除上述传统玻璃微珠型反光材料实现稳步增长外，公司新型微棱镜型反光

膜在报告期内通过常规工作逐步标准化，加强展会营销及续续开展“无反光，

不安全”系列地域性营销会议，稳定各区域核心经销商，及时推介公司新产品；

销售渠道多元化，积极展开国内同行及3M经销商、加工商的合作；市场营销协

同化，积极同其他部门进行客户信息共享，线上线下联动，通过一些同行经销

商的搭建，更准确的掌握市场动态，确定最优策略促使微棱镜产品市场口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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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提升；业务开拓创新化，逐步由原来只提供“反光膜”转型“反光材料一站

式解决方案供应商”，可直接接整个工程项目，针对客户需求进行快速响应，满

足客户的定制化需求，较国外企业具有更强的服务及售后优势。得益于一带一

路的推进，主要的大型发展中国家（印度、巴基斯坦、巴西等）基建投入空间

较大，公司也逐步加大公司产品的海外销售。上述综合促使微棱镜型反光膜于

2018年继续放量保障业绩稳定增长。目前国内企业中仅有公司的微棱镜型反光

膜产品能够应用于高速公路、等级公路、一线城市道路上的交通标识标牌领域，

公司车身反光标识已切换采用微棱镜方式生产，在国内市场更具竞争力。报告

期内，微棱镜型反光膜实现销售数量275.37万平方米，实现销售收入17,898.46

万元，较同期增长明显。 

（三）大力开拓铝塑膜业务 

公司目前拥有年产1500万平方米锂电池软包装膜生产能力，该铝塑膜产品

主要用于锂电子电池软包装和绝大部分的聚合物锂电池包装。目前，公司的铝

塑膜产品各项性能都达到或超过了行业内公认的技术性能要求并已获得超过八

十家锂电池企业订单，主流动力电池客户均处于认证阶段，有部分厂家及助动

车、储能车客户已采购使用动力类铝塑膜产品。公司结合市场实际情况积极制

定相应的销售策略，不断推广宣传使得公司铝塑膜产品在锂电池行业内得到一

定认可。2019年初，公司与天津力神签署了《年度框架协议》形成实际合作框

架，代表公司铝塑膜产品品质性能得到国内电池龙头生产企业的认可，对中高

端市场开拓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丰富了公司的产品体系，为公司进一步强化铝

塑膜产品的市场地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公司将以此次合作为契机，继续深化

在中高端电池领域的市场推广，积极推动处于认证的客户订单落地，促进铝塑

膜业务的快速发展，为公司贡献新利润增长点。报告期内，铝塑膜实现销售数

量289.15万平方米，实现销售收入4270.07万元。 

（四）投资兴建PC/PMMA项目，切入5G材料市场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11 

随着5G通信、无线充电、NFC等技术全面普及的背景下，PC/PMMA 复合板材

的需求将保持持续旺盛，公司全资子公司道明光电拟以自有资金14,780万元在

永康厂区新增建设年产1000万平方米光学级PC/PMMA共挤薄膜/薄片生产线建设

项目，丰富公司产品结构，为公司提供了新的利润增长点，加快实现公司在功

能 性 膜 领 域 做 大 做 强 的 目 标 。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刊 登 于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等法定信息披露媒体，

公告编号2019-003《关于全资子公司新增年产1000万平方米光学级PC/PMMA共挤

薄膜/薄片生产线建设项目的公告》。 

（五）持续加强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近年来，随着电子科技、新能源、人工智能等行业市场的发展和变化，公

司研发中心以浙江省反光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浙江省功能薄膜材料研究院

为依托，搭建了多个内部自主研发平台，增强对新材料领域的基础研究，加大

研发投入，进一步加强对行业内优势资源的聚集与整合，并重点加快在量子点

膜、汽车内饰膜、棱镜型高性能光学膜等功能性薄膜产品的产业化，充分发挥

技术优势，为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报告期内，专利方面，

完成国内专利申请19件，其中发明专利9件，实用新型专利9件，外观设计专利1

件；新增授权专利15件，其中发明专利5件，实用新型专利10件。标准工作方面，

主导和参与完成国标、团标、企标等各类标准制修订10项，其中国家标准1项，

“浙江制造”团体标准2项，协会团体标准1项，企业标准5项。下一步，公司全

资子公司道明光电作为国家标准《锂离子电池用铝塑复合膜》（项目编号

20184230-T-339）第一起草单位，将对该标准进行编制修订，对公司把握铝塑

复合膜行业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 

（六）加大品牌宣传力度，巩固市场地位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开展“无反光 不安全”全球行，主办、协办中交企协

反光材料分会第一届三次理事会、2018交通安全研讨会等相关会议，进行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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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创新应用推动，进一步表明了企业质造态度，也进一步宣传了企业品牌，

得到业内更多的支持和认可。2018年，公司出刊了《道明》第三期，全方位展

示了公司的企业形象、企业实力、产品创新等，并通过会议等渠道进行发放。

目前，该内刊是公司对外传播、展示形象的重要宣传途径，亦是道明企业文化

的重要集成成果。 

（七）完善管理体系，运用信息化管控模式，“智造”先行 

目前公司分三大生产基地，为进一步明确经营分工、优化管理职能，从采

购、财务、行政等多方面优化流程及配置，实现开源节流，增加企业收益；运

用信息化管控模式，提升公司信息化、现代化水平；持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人员设置，促进公司管理的职业化、规范化。 

报告期内，多个工厂在现有管控平台（用友ERP NC65）上优化业务流程，

多个工厂实行主生产计划（MPS），永康总部工厂投资800多万元建立全自动化物

流仓库（WMS），龙游工厂完成反光膜车间自动化方案规划，公司各子公司及海

外子公司实现协同商务办公（OA），集团财务统一管控，实现产品由制造到“智

造”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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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光膜 381,584,378.62 191,543,694.21 50.20% 14.52% 3.86% 5.11% 

反光布 127,981,050.33 44,950,021.14 35.12% 3.44% 4.25% -0.50% 

反光制品 129,226,622.32 58,084,705.64 44.95% 51.47% 52.54% -0.39% 

反光服装 94,612,776.69 26,075,715.01 27.56% 40.84% 36.85% 2.11% 

离型纸 63,466,712.38 8,655,291.21 13.64% 54.80% 58.25% -1.88% 

增光膜 250,404,570.31 66,167,005.48 26.42% 207.14% 193.78% 3.35% 

铝塑膜 42,700,714.44 7,679,104.11 17.98% 141.02% 103.92% 14.92% 

其他 107,378,202.36 44,832,565.75 41.75% 87.92% 188.50% -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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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增光膜同比增减较大主要系华威新材料自2017年9月并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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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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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1）2018年6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发布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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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根据通知要求，公司将按照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

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编制2018年度财务报表。根据

财政部的相关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予以相应变更。  

（2）根据财政部发布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

和计量》 （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

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 号）、《企

业会计准则 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的规定，要求单

独在境内上市 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 

2、会计政策变更日期：公司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执行上述会计准则。   

3、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依据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

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及其他相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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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执行。  

4、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按照财政部 2018 年 6 月 15 日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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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执行。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 2017 年修订并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

《企业会计准则 第 24 号——套期会计》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

融工具列报》等四项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  

其他未变更部分，按照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

具 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

规定执行。   

变更程序  

公司于 2019 年4月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公

司会计政策变更发表了明确的独立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公司本次

会 计政策变更由董事会审议，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根据财会〔2018〕15 号文的规定，调整以下财务报表的项目列

报，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 

资产负债表项目：  

原列报项目“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计入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

收账款” 项目； 

原列报项目“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和“其他应收款”合并计入“其他

应收款”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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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列报项目“固定资产”和“固定资产清理”合并计入“固定资产”项目；  

原列报项目“在建工程”和“工程物资”合并计入“在建工程”项目；  

原列报项目“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计入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

付账款” 项目； 

原列报项目“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和“其他应付款”合并计入“其他

应付款” 项目。 

利润表项目：  

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将原列报项目“管理费用”拆分为“管理费用”

和“研发 费用”项目；  

“财务费用”项目下新增“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现金流量表项目： 实际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在现金流量表中的列

报由原“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调整为“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本项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公司财务报表项目列示进行调整，并调整可比会计

期间的比较数 据，不会对当期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

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任何影响。 

（二）、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1、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

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及“以公

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  

2、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改为“预期损失法”； 

3、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 具

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 

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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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当期损益；  

4、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5、套期会计准则更加强调套期会计与企业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机结合，更好

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  

公司将按照规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新金

融工 具准则衔接规定，企业比较财务报表列报的信息与本准则要求不一致的，

不需要 按照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进行追溯调整。新金融工具准则的执行，不会

对公司 2018 年末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8 年度的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产生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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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期公司出资设立缙云县道明安全防护用品有限公司，于2018年2月

8日办妥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缙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该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公司出资500万，占其注册资本的100% ，拥有对其的

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二）公司出资设立杭州道明科创新材料有限公司，于2018年12月办妥工

商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该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公司出资3,000万，占其注册资本的100% ，拥有对

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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