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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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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

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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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45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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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宇科技 股票代码 002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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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国晓 郑乐东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古墩路 702 号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古墩路 702 号 

电话 0571-87830848 0571-87830848 

电子信箱 office@zzytech.com zq@zzytech.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本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仍集中在表面活性剂日用化工及油脂化学品制造产业，日用

化工及油脂化工的行业整合尚在继续进行中，市场集中度逐步有所提高，公司在表面活性剂



赞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和油脂化学品市场领域的销售规模持续扩大。同时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新天达美环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2018年主要拓展了英山、蕲春等PPP项目，进一步增厚公司在污水处理环保产业

的经营业绩。在检测评价服务领域，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康检测在2018年上半年完成对浙江润

和安全技术有限公司全部股权收购，公司检测服务进一步向安全技术评价领域延伸。公司在

强化日用化工、检测服务基础上，继续夯实油脂化工、环境治理工程及运营维护服务，奠定

公司未来“制造+服务”两大产业发展基础。 

（一）日用化工业务 

公司生产的表面活性剂日化产品主要包括AES、AOS、磺酸、MES为代表的阴离子表面

活性剂，以6501为代表的非离子表面活性剂，依托浙江省表面活性剂重点研究院及重点实验

室的技术研发能力，与科研院校、战略客户紧密合作，持续加大新产品、新工艺的研发力度，

巩固并公司提高日化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公司表面活性剂产品具有较好的去污、发泡、分散、乳化、润湿等特性，广泛用作洗涤

剂、起泡剂、润湿剂、乳化剂和分散剂。公司主要客户包括宝洁、联合利华、黄白猫、蓝月

亮、拉芳、纳爱斯、立白、家化、榄菊、丰益油脂、正点、妙洁、立顿、拜尔斯道夫、绿伞、

金鱼、威露士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日化企业，销售区域分布在国内华东、华南、西南及华北区

域，部分产品出口东南亚、欧美、中东等国家和地区。 

（二）油脂化工业务 

公司油脂化工业务主要由杭州油化、南通凯塔和杜库达三家控股子公司负责生产经营，

同时公司通过赞宇科地产业并购基金持有湖北维顿、天门诚鑫及江苏金马三家油脂化工企业。

2018年公司各类油脂化学品销售及市场占有率均保持较好的增长。 

油脂化工业务主要以棕榈油为原料，主要产品包括硬脂酸、脂肪酸、油酸、脂肪醇、脂

肪胺、二聚酸、聚酰胺树脂、甘油及其他助剂等油脂化工产品，在日化、塑料、橡胶、涂料、

建材、医药、纺织、军工、冶金、矿产等领域均有广泛的应用，素有"工业味精"之称。 

公司以天然油脂产品为原材料生产各类油脂化学品，除了在中国国内市场占有较好市场

地位外，还远销东南亚、中东、欧洲等国家与地区。2018年南通凯塔和杜库达吸取了2016年

末高位囤货导致跌价损失的教训，尽可能做好材料采购与产销平衡，2018年产销规模保持较

好增长，国内外市场的竞争能力已经得到明显改善，市场地位也得到较好的恢复。随着公司

与双马化工关于南通凯塔与杜库达三年一期业绩承诺的结束，公司将加大对南通凯塔和杜库

达的经营管控力度，三家油脂化工企业将在国内外市场拓展方面发挥更大的协同效应，以巩

固公司油脂化工行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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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方检测服务 

公司检测业务涉及食品、化妆品、洗涤用品、保健品、职业健康、安全卫生、环境污染

等多个检测领域，主要业务集中在浙江省内，逐步向周边邻近省份区域拓展。杭康检测于3

月完成绍兴润和100%股权的收购，增加了安全技术咨询、安全评价、消防评估、节能评估等

第三方检测评估业务。 

2018年公司各检测公司不断引进检测技术人员，加大检测设备的资金投入，持续优化检

测工艺流程，提供客观、公正、高效的第三方检测服务，同时与政府部门、受检单位建立长

期合作关系，保持公司检测业务的持续稳定增长。 

（四）污水治理服务 

控股子公司新天达美采用“STCC碳系载体生物滤池技术”，为城镇污水处理、湖泊水质净

化与生态修复、河流水生态保护、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等水资源利用提供技术解决方案、工

程建设、装置设备和技术服务，主要业务模式包括EPC、BOT、PPP等，在湖北省、重庆市、

浙江省、江苏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等地区建设和营运多个污水处理项目。2018年新天达美主

要拓展了英山、蕲春等PPP项目，进一步增厚公司在污水处理环保产业的经营业绩。 

随着国家城镇化、美丽乡村建设的进一步加快，加之新天达美营销服务网络已覆盖华中、

华南、华东、西南、西北等地区，已建立一套较为完善的客户技术服务体系，能快速介入中

西部城镇、乡村的污水处理工程建设及运维市场，有较好的市场成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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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64,066,717.01 6,908,279,241.87 2.26% 4,360,660,373.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8,075,369.20 159,426,074.81 11.70% 151,792,807.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250,984.62 46,746,886.60 -48.12% 127,248,267.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3,774,728.72 189,606,565.52 197.34% -70,065,430.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3 0.38 13.16% 0.4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3 0.38 13.16% 0.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08% 7.57% 0.51% 9.80%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7,011,060,261.76 6,369,273,296.76 10.08% 4,858,020,48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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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67,062,353.68 2,159,684,839.45 4.97% 2,074,824,23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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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2,358,641.10 1,865,622,292.70 1,457,086,940.59 2,158,998,842.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637,762.63 40,920,794.18 69,136,408.59 27,380,403.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8,693,210.61 43,925,338.82 61,813,967.31 -130,181,532.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0,515,698.87 35,757,271.77 229,974,977.18 368,558,17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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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5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6,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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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永银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53% 70,000,000 70,000,000 质押 50,820,000 

河南正商企业

发展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24% 34,908,300 0 质押 21,000,000 

方银军 境内自然人 6.80% 28,801,840 28,726,380 质押 28,565,840 

浙江赞宇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 

其他 6.33% 26,800,000 26,800,000   

洪树鹏 境内自然人 3.49% 14,792,680 14,792,680   

陆伟娟 境内自然人 2.87% 12,145,528 0   

长安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信托－

长安投资 1048

号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1.90% 8,065,000 0   

邹欢金 境内自然人 1.83% 7,760,272 7,732,704   

中融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融

鼎 01 号 

其他 1.81% 7,652,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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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74% 7,356,2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河南正商企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方河南嵩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合计持有

杭州永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51.43%的财产份额。2、除以上股东关联关系外，未知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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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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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是公司产业布局又一关键之年，公司继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完成

对南通凯塔和杜库达各60%股权收购后，2017年以现金支付方式收购新天达美73.815%股权，

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康检测在2018年上半年完成对浙江润和安全技术有限公司全部股权收购，

公司检测服务进一步向安全技术评价领域延伸。公司在强化日用化工、检测服务基础上，继

续夯实油脂化工、环境治理工程及运营维护服务，奠定公司未来“制造+服务”两大产业发展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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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2018年公司积极应对棕榈油、脂肪醇价格持续下跌影响，加强材料采购及存货库存头寸

管理，与下游部分战略客户形成原材料与产品价格联动的定价传导机制，以及增加客户来料

加工销售占比等方式，努力降低原材料价格下跌对公司库存存货跌价损失的影响，2018年公

司表面活性剂及油脂化学品的产品销售毛利较上年同期均有较好提升。 

受公司业务扩张影响，近年来银行长、短期有息间接负债融资比例上升较大，2018年在

国家“去杠杆”货币政策调整的影响下，公司银行融资利率有所上升，财务成本相应增加。此

外，受国际贸易争端加巨、新兴市场国家通货膨胀及汇率贬值影响，人民币汇率在2018年呈

现较大幅度波动情况，由快速升值转为大幅贬值，对公司涉外进出口业务，特别是大量原材

料进口并以美元为主要结算货币带来较大的汇率损失影响。但公司通过聚焦日化及油化主业、

扩大业务规模、提升产品毛利及加强销售费用、管理费用控制，在2018年取得了较好的经营

业绩。 

2018年初，公司日用化工及油脂化工业务，面临又一轮的材料价格大幅下滑及存货跌价

损失情况；国家加大对工业园区生产企业的环保检查力度，公司部分生产基地在生产安排及

产品交货方面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在公司董事会的领导下，全体员工积极应对材料价格波动、

强化产销平衡，努力消除不利影响因素，表面活性剂及油脂化工产品的产销规模继续扩大，

检测业务稳步上升，公司整体经营管理持续向好发展。 

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064,066,717.01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26%；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净利润178,075,369.20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70%。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

总额7,011,060,261.76元，较年初增长10.08%；负债总额4,139,929,393.21元，较年初增长

13.70%；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资产2,267,062,353.68元，较年初增长4.97%；公司资产负债率

为59.05%，较年初增长1.88个百分点。公司在2018年放缓了行业整合及收购兼并步伐，负债

总额及占比较年初均有所下降，仍处于较低风险水平公司2018年在日用化工、油脂化工、检

测服务及环保业务领域的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一）日用化工业务 

2018年，公司实现表面活性剂日化类产品营业收入2,674,242,064.19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了18.63%，实现产品销售毛利率12.30%，较上年同期上升了1.71个百分点。 

公司2018年日化业务分为产品销售、客户来料加工两种销售模式，销售总量为39.03万吨，

较上年同期下降12.30%，另客户来料加工模式销售数量为11.33万吨，除取得上述表面洗性剂

产品营业收入外，公司2018年实现加工类营业收入151,901,736.96元，较上年同期增加6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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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加工类销售毛利率13.02%，较上年同期下降10.78个百分点。本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改变与

客户之间的产品销售及加工定价模式，增大客户来料加工结算业务，减少材料价格大幅波动

对公司产品毛利的影响，虽然今年公司日化业务受来料加工收入不包括材料成本导致营业收

入总额有所下降，但整体毛利水平及产品获利能力却有所回升。 

（二）油脂化工业务 

2018年，公司实现各类油脂化学品营业收入3,722,988,708.79元，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11.41%，实现销售毛利率10.67%，较上年同期上升了2.88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内，公司销售油化产品数量为65.89万吨，较上年同期增长了15.9%。  

（三）检测业务 

2018年，公司实现检测服务类营业收入132,265,193.56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14.97%，主

要系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杭康检测完成对浙江润和安全技术有限公司全部股权收购，增加了安

全评价服务收入。随着第三方检测业务市场准入门槛的逐步降低，市场竞争格局较为激烈，

服务收费价格水平持续下降，而第三方检测业务主要依靠人工服务，人力资源成本不断增加。

2018年检测服务类毛利率为50.22%，同期下降6.24个百分点。  

（四）环保业务 

2018年，公司年实现环保工程及运维服务营业收入249,280,840.14元，销售毛利率为

40.33%。新天达美按工程施工进度分别确认土建收入、安装收入及运维收入，今年上半年主

要确认土建工程收入和污水处理运维收入，由于土建工程主要通过分包第三方单位施工，毛

利水平低于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设备及安装收入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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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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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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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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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解读

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2018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具体内容详见本报告

“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之“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中“33、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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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报告期内，公司之控股孙公司杭康检测于2018年3月完成对浙江润和公司100%股权收购，从2018

年3月起将其纳入2018年度合并报表范围； 

（2）本报告期内，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新天达美于2018年7月完成对华实蕲春公司96%股权收购，从2018年7

月起将其纳入2018年度合并报表范围； 

（3）本报告期内，公司于2018年9月完成对韶关赞宇公司完成100%股权收购，从2018年9月起将其纳入2017

年度合并报表范围； 

（4）本报告期内，公司以现金出资方式投资设立眉山赞宇公司全资子公司，并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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