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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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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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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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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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003528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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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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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隆股份 股票代码 30040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科隆精化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蔡蔓丽 何红宇 

办公地址 辽宁省辽阳市宏伟区万和七路 36 号 辽宁省辽阳市宏伟区万和七路 36 号 

传真 0419-5560902 0419-5560902 

电话 0419-5589876 0419-5589876 

电子信箱 caimanli126@163.com 814458276@qq.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环氧乙烷衍生品深加工技术研制开发、生产与应用，立足于精细化工新材料领域，以环氧乙烷为主

要原料，以“精细、专业、特性、创新”为技术特色，生产各类表面活性剂、功能型新材料等精细化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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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的主要产品和用途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系以环氧乙烷为主要原材料加工制造各种精细化工产品。其中，以聚醚单体、聚羧酸系高性能

减水剂（包括聚羧酸减水剂浓缩液及聚羧酸泵送剂）为主，晶硅切割液及其它环氧乙烷衍生品为辅。 

（1）以聚醚单体、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业务 

聚醚单体是合成聚羧酸减水剂最主要的原材料，它是由环氧乙烷和其他烯基单体加聚而成，含有亲水基，使减水剂具有

优良的润湿、分散作用。目前的单体主要种类有聚乙二醇单甲醚（MPEG）、烯丙基聚氧乙烯醚（APEG）和甲基烯基聚氧

乙烯醚（TPEG）。 

MPEG：不能直接合成聚羧酸减水剂，其需要先与不饱和酸进行酯化反应后形成大单体，大单体进一步与不饱和酸再进

行自由基聚合反应方可生成聚羧酸减水剂。其合成出减水剂的性能与TPEG合成出的减水剂的性能相近，但保坍性较差。主

要缺点包括其合成减水剂需要两步法，而且这两步反应温度都比较高，制造成本高；其酯化成大单体及由大单体合成减水剂

两个过程，物料容易发生自聚，从而严重影响产品质量，合成过程中风险性比较高；其合成后的产品一般固含量不高，如提

升其固含量其性能会显著下降，低固含量不易长距离运输；其合成出的减水剂放置时间长容易水解从而变质。 

APEG：主要以丙烯醇为原料经过乙氧基化而成。其做出的减水剂性能一般，减水率不高，保坍性相比另两种聚醚单体

较差，然而生产成本较低。使用其合成出的减水剂在使用上有一定的局限性，只在沙石料较好的情况下使用。 

TPEG：以甲基烯基醇或其同系物为主要原料经过乙氧基化而成。其做出的减水剂减水率高、保坍性好，混凝土早期及

后期强度高，适用范围比较广泛，对沙石适应性好。 

公司主要专注于高端TPEG的研发、生产、销售。聚醚单体既可以作为进一步生产合成聚羧酸系减水剂的原料，也可以

作为产品直接销售。 

减水剂是重要的建材助剂，又称分散剂。拌和混凝土时加入适量的减水剂，可使水泥颗粒分散均匀，同时将水泥颗粒包

裹的水分释放出来，从而能明显减少混凝土工程用水量，提高混凝土强度。 

减水剂的主要作用体现为： 

 ①在保持混凝土配合比不变的情况下，改善其工作性； 

    ②在保持混凝土工作性不变的情况下减少用水量，提高混凝土强度； 

    ③在保持混凝土强度不变的情况下减少水泥用量，降低成本，节能减排； 

    ④改善混凝土的一系列物理化学性能，如抗渗性、抗冻性、抗侵蚀性等，提高混凝土的耐久性。 

减水剂是降低水泥用量、提高工业废渣利用率、实现混凝土高耐久性和性能提升最有效、最经济、最简便的技术途径，

是制造现代混凝土的必备材料和核心技术，被认为是继干硬性混凝土、预应力钢筋混凝土之后的混凝土技术的第3次突破。 

聚羧酸减水剂是由不同分子量的聚醚单体和各类不饱和羧酸、磺酸以及酰胺单体共聚而成的一类具有梳状结构的新型水

溶性高分子材料，这种特有的分子结构区别于其它传统产品，使混凝土具有良好的流动性和触变性而使复杂的混凝土施工过

程变得简单易行。聚羧酸减水剂无游离甲醛、氨等有害物质产生，生产工艺环保，对环境无污染，代表混凝土外加剂材料最

先进技术的产品，是混凝土外加剂中更新换代的产品。 

聚羧酸减水剂广泛应用于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码头、桥梁、核电等各种大型工程及民用建筑。 

产品大类 产品系列 主要用途 特点 

聚醚单体 烯基聚醚（TPEG系列） 是生产聚羧酸减水剂的主要

原料 

使合成出的分散剂分子量分布均匀，混凝土和易性

好、粘度低，为提高减水率以及高保坍性做了最有利

的保证 

聚羧酸减水剂 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浓

缩液（SPF-100系列） 

用于复合生产聚羧酸泵送剂 极高的减水率，生产可控性，优异的保坍性，良好的

粘聚性 

聚羧酸减水剂浓缩液

（SPC-100系列) 

高减水率，良好的保坍性，优异的工作性，广泛适应

性，高耐久性，环保性 

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

浓缩液（4700系列） 

高减水率，较好的保坍性，良好的适应性，绿色环保，

低能耗，低成本 

聚羧酸专用保坍剂浓缩

液（SPS-100系列） 

优异的保坍性，缓释性，强度增长率，特殊的适应性，

适用于远距离运输、高温环境、水泥适应性差的各种

施工难度大的工程 

SPF-101系列聚羧酸高效

泵送剂 

适用于高速铁路、交通工程、

水电、核电、桥梁、港口等基

极高的减水率，优异的保坍性，良好的粘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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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 

SPC-101系列聚羧酸高效

泵送剂 

适用于市政工程及民用建筑 高减水率，良好的保坍性，优异的工作性，广泛适应

性，高耐久性，环保性 

粉体减水剂 适用于高速铁路、交通工程、

水力、电力、桥涵、港口等基

础设施、市政工程及民用建筑 

高减水、高保坍性，可直接与水溶解制备出液体减水

剂。 

（2）太阳能晶硅切割液业务 

太阳能晶硅切割液是以聚乙二醇为主体，添加多种辅料复配而成的一种切割辅料，具有适宜的粘度指标、良好的流动性

和热传导性。 

在晶硅切割领域，各大厂商均应用多线切割技术。多线切割是近年来发展成熟的新型硅片切割技术，它通过金属丝带动

研磨料进行研磨加工来切割硅片，具有切割效率高、材料损耗小、成本低、硅片表面质量高、可切割大尺寸材料、方便后续

加工等特点。其机理为机器导轮在高速运转中带动钢线，由钢线将切割液和碳化硅微粉混合的砂浆送到切割区，在钢线的高

速运转中与压在线网上的工件通过连续摩擦完成切割过程。使用碳化硅微粉作为研磨介质切割硅片的过程中，碳化硅微粉颗

粒持续快速冲击硅料表面，这一过程会释放出大量摩擦热量，同时碳化硅颗粒与硅棒之间的碰撞和摩擦而产生的破碎碳化硅

颗粒、晶硅颗粒以及钢线上金属屑也将混入切割体系中。为了避免被切割开的硅片受切割体系温度升高的影响而发生翘曲和

其表面被细碎颗粒过度研磨而影响其光洁度，必须设法将切割热及破碎颗粒及时带出。 

产品大类 产品系列 主要用途 特点 

太阳能晶硅切割液 SIKL-II 适用于日本切割设备 易切割、易清洗、硅片成品率高 

SIKL-III 适用于瑞士切割设备 

（3）环氧乙烷衍生品业务 

公司苯醚系列、多功能整理剂等其他环氧乙烷衍生产品。 

产品大类 产品系列 主要用途 特点 

苯醚系列产品 EPH，PPH 应用于水性涂料、油墨，洗涤剂 赋予成膜、渗透、溶解、杀菌等功能 

纺织印染助剂系列 KLP，JFC 应用于纺织、印染皮革、造纸等 赋予防污、亲水、固色等性能 

（4）脱硝催化剂业务 

公司生产的脱硝催化剂主要应用在燃煤电厂、玻璃窑炉、水泥行业、柴油机尾气脱硝、分布式能源尾气脱硝等脱硝行业。u 

产品大类 产品系列 主要用途 特点 

脱硝催化剂 SCR蜂窝脱硝催化剂 燃煤电厂、钢厂、工业窑炉、玻璃窑

炉、水泥窑等中高尘烟气脱硝。 

 

抗压耐磨强度好，能够耐受长期冲刷；耐碱

金属及砷、汞等毒物；选择性高，能够抑制

三氧化硫的生成，降低催化剂中毒；通过断

面硬化技术，加大增强了催化剂的机械性能，

延长了使用寿命。 

烟气涂层催化剂 用于固定源及移动源尾气烟气脱硝，

广泛用于柴油机、燃气机组、船机、

垃圾焚烧厂等烟气脱硝。 

具有较好的水热稳定性，良好的耐硫性能，

具有良好的抗HC化合物中毒的能力，可以与

颗粒补集器（DPF）集成使用；几何外表面

积大，单位处理能力强。因此，占地面积小，

尤其适用已有项目的改造升级；活性温度窗

口宽，能够适用于低温、中温、高温烟气脱

硝，保证足够的脱硝率；热膨胀系数低，能

够抵御频繁的冷热启动；床层压力损失小，

大大降低运行内耗。 

内燃机尾气净

化处理系统 

 科隆内燃机排放控制产品线广泛覆盖

各种应用柴油车、燃气机组为动力的

车辆与动力设备，其中：适用于发电

机组、发动机试验台架；柴油机/燃气

机电厂；垃圾填埋气、餐厨垃圾填埋

气发电厂；分布式能源站；船舶柴油

机等。 

可同时净化污染物（可与DOC、DPF/DeSOx

脱硫系统配合）：PM、一氧化碳CO、碳氢

化合物HC、氮氧化物NOx；NOx净化率超过

90%，氨逃逸小；使用尿素作为还原剂安全

可靠；低背压设计，可以降低动力损耗；满

足机组0%-100%负荷使用；高集成设计，组

合系统体积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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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销售以直销模式为主，经销模式为辅。一方面，公司面向晶硅生产企业、减水剂复配企业、商品混凝土供应商、铁

路、公路、港口、桥梁、水利水电等基础建设方以及混凝土构件生产商等客户直接销售；另一方面，公司在自身发展过程中

也与部分减水剂经销商逐步建立起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进一步拓宽了聚羧酸减水剂系列产品的销售渠道。 

4、驱动收入变化的因素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抓住市场环境回暖的契机，有效地实施各项经营管理计划，通过优化管理模式,进一步提高技术创

新能力和提升制造水平，加强了对子公司产供销的管理，努力提质增效，公司产品的销量有一定上升。  

5、所处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环氧乙烷衍生精细化工产品种类很多，根据下游情况不同有些产品存在一定的季节性。本公司的主要产品中，聚醚单体

-减水剂系列产品存在季节性特征，晶硅切割液及其他产品不存在明显的季节性特征。 

     受下游混凝土行业影响，聚醚单体-减水剂产业链有一定的季节性销售规律。每年的第一季度，受到气候以及中国传统

节假日的影响，建筑工程进度较慢，聚醚单体-减水剂系列产品销售较少；第二和第三季度，一般为建筑工程施工旺季，产

品销售量较大。晶硅切割液及其他产品受季节影响较小，不存在明显季节性特征。  

根据中共中央“十三五”规划，十三五期间，我国将“启动实施一批全国性、战略性、基础性重大投资。”交通工程、水利

工程、三个一亿人城镇化、地下管道等仍将带动减水剂市场的需求。 

“一带一路”战略机遇将拉动海外基建需求，为减水剂行业走出去创造条件。目前一批铁路、港口、水利等海外基建项目

已经或准备进入施工阶段。  

公司现有产品——聚羧酸减水剂，从产品的生命周期看，减水剂聚醚行业已经进入到成熟期，尽管宏观经济环境低迷，

市场需求增速放缓至10%左右，增长幅度预期将远低于近年的平均水平，但政策刺激下房地产和基建行业仍有一定增长空间。 

住宅工业化、工海绵城市、新型混凝土等符合节能环保、循环经济要求的混凝土材料发展迅速，为新型减水剂提供了发

展机遇。 

    太阳能晶硅切割液作为晶硅切片制造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辅助材料之一，市场容量和需求也随着下游产业的发展而增长。

但因受到欧债危机等因素影响，全球光伏市场增速放缓，产能过剩、库存积压、产品价格下跌导致光伏行业整体低迷。近段

时间来，随着国家各部委纷纷出台的多项针对性政策，光伏行业已有转暖迹象。 

    其它表面活性剂产品包括高分子聚醚、苯醚系列、多功能整理剂等，可以应用在涂料、印染、纺织、建材助剂等各方面，

例如乳胶漆水性涂料就是通过添加苯醚，使其具备防水、成膜、助流平等优异性能，随着这些行业的技术发展与进步，化工

精细化要求越来越高，对环氧乙烷精细化工类产品的需求也将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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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4,904,298.43 1,126,881,722.03 6.04% 776,694,917.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0,490,834.23 22,813,319.64 -540.49% 15,732,516.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2,109,245.23 6,103,150.12 -2,264.61% 12,162,597.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5,062,703.58 -57,057,011.69 -- 20,831,719.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600 0.1796 -467.48% 0.20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600 0.1796 -467.48% 0.20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17% 2.43% -13.60% 2.34%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1,752,575,858.37 1,828,887,922.32 -4.17% 1,677,868,76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39,089,376.53 948,979,303.59 -11.58% 926,415,66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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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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498,470.76 318,208,726.97 360,099,876.73 313,097,223.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88,758.59 3,049,863.12 5,232,444.43 -110,961,900.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99,450.28 3,608,400.23 4,152,823.09 -142,069,918.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362,638.02 -92,405,066.81 30,205,878.24 285,899,25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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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22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7,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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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艳 境内自然人 49.76% 75,640,945 9,401,785 质押 53,601,700 

喀什新兴鸿溢

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25% 4,937,112 4,937,112   

上海银叶阶跃

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银叶阶

跃定增 1 号私

募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6% 3,133,927 3,133,927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24% 1,887,990 0   

喀什泽源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1% 1,234,277 1,234,277   

余文光 境内自然人 0.66% 1,004,755 0   

#李万海 境内自然人 0.61% 929,507 0   

张晓敏 境内自然人 0.59% 896,892 0   

胡玉兰 境内自然人 0.59% 892,900 0   

蒲云军 境内自然人 0.50% 760,5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姜艳与蒲云军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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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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基础设稳中增长。公司根据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国家重点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环保节能低碳产

品、坚持可持续发展等政策，结合自身优势，秉承“团队、高效、创新”的企业理念，紧密追踪行业国际先进技术，致力于环

氧乙烷精细化工新材料行业的研究、生产和销售。公司坚持“内涵式发展+外延式发展”并举，协同发展，立足企业内部资源

和业务，专注精细化工领域，优化产品组合，提高管理水平，培育核心能力，提升公司盈利性；在内外并举的发展模式下，

加大管理力度，打造一体化运作模式和管理体系。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总营业收入1,195,803,521.79元，较上一年同期增加6.04%；营业利润-188,862,821.54元，较上一年

同期下降1375.09%；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0,490,834.23元，较上一年同期下降540.49%。 

报告期，围绕公司的发展战略，为实现经营目标，重点从以下几方面开展工作。 

（1）聚焦精细化工领域，升级原有业务（产品）、 加大国际市场销售 

公司立足企业内部资源和业务，专注精细化工领域，充分利用在工艺技术、自主研发、持续创新、技术服务、品牌和质

量等方面竞争优势，提升生产规模，扩大产品的应用领域，提高市场份额和产品附加值。 聚焦精细化工领域,围绕客户需求

持续向纵深发展，继续保持公司在既有优势行业中的领先地位，同时不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并积极拓展国际市场，扩大服

务和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品牌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与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遵循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依托上市公司合作平台，

响应国家“推进科技创新”政策的号召，本着“发挥各自优势、互相促进发展、双方互利共赢”的原则推进战略合作，努力扩大

双方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提高双方的经济效益和科研创新能力。目前合作进展顺利，已经中标“阳江抽水蓄能电站上下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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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郴州毛俊水利项目枢纽工程”、“从化广州碾压坝混凝土工程”。  

（2）产融互动，投资并购新兴业务（产品） 

根据公司制定的发展战略，借助资本平台，在稳固原有主营业务基础上，通过投资并购、引入战略投资者、合资合作等

方式进行合理的业务或资产并购，从而实现资产和规模的迅速扩展，快速实现公司战略，公司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创造更广

阔的发展空间。  

 公司与无锡猎鹰传媒技术有限公司合作成立霍尔果斯海豚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简称“海豚岛文化传媒”）， 海豚岛文

化传媒正全力打造“媒体+教育”的新的产业模式，在IPTV专区、OTT专区、DVB专区、新动漫频道、教育培训（少儿培训、

语言培训、女孩培训）等领域精耕细作，关注文化产业发展，开发文化、教育市场，开展儿童教育、培训类业务及面向少儿

的媒体类业务，业务已见起色。 

（3）加强对子公司管理，完善管理体系，优化运作模式，建立统一的文化体系 

在公司和子公司层面完善管理，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形成一个相对统一和完善的管理体系，有利于未来的管理输出；

对子公司给予业务切实指导和统一资源配置，努力实现业务之间相互促进和支撑； 建立统一的文化体系，明确公司价值倡

导，形成积极健康的企业氛围，达到“内聚人心，外树品牌”作用。 

公司控股子公司青岛久润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生产聚羧酸减水剂、混凝土外加剂、水泥添加剂、特种胶凝材料、

速凝剂、水泥助磨剂等。久润建材借助地缘优势，科隆股份的技术优势、产品质量优势及售后服务优势，积极参与周边地区

及雄安的建设。 

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亨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新能源技术、工业自动化技术、纺织技术、农业技术开发及服

务，是公司基础化学品发展的新方向，该公司正积极拓宽业务。 

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恒泽建材有限公司业务稳步进展，已经中标“长合高速项目”、“宁波石浦高速项目”、“龙兴隧道项

目”、“成都地铁项目”等近20余项新工程项目。 

公司控股子公司盘锦科隆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收购沈阳华武建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沈阳华武”）100%股，沈阳华

武建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主营为建筑新材料研发、商品混凝土加工、建筑预制件、路边石、减水剂制造等，属于公司的下

游企业。在装配式建筑及被动式建筑的研发、建筑混凝土加工、建筑预制件的技术及资源具有优势，并积极努力参与东北地

区政府工程建设。  

   （4）开源节流，加强成本管理与控制，实现效益最大化。 

公司各销售片区集中精力做好现场管理、成本控制、售后保障和工程款回收等工作，实现项目效益最大化。 

公司借鉴“阿米巴”的管理经验，深入核算理念，让公司员工提升成本控制理念，明白自身工作价值与给企业创造价值。 

公司生产部门及各职能部门降低成本、控制费用、挖潜增效，实现生产效益、管理效益最大化。公司老厂区搬迁项目正

在稳步进行，淘汰部分落后的设备，配置优质设施。在提升产能、质量的同时，兼顾提升环保和安全性。 

（5）注重新产品研发投入，加强技术创新。  公司继续研发投入，完善研发体系及研发团队建设。 

公司积极研发新产品，高性能混凝土用纳米早强剂、 新型固体无碱液体速凝剂、 抗泥型聚羧酸碱水剂、管桩用聚羧酸

碱水剂、预制混凝土专用聚羧酸减水剂、固体保塌剂等系列产品。 适用于各类海工、水工工程，各类有钢筋防腐要求的工

业、民用建筑，盐碱地区建筑及使用海砂、低碱度水泥的建筑。上述新产品有望在未来形成更高的销售业绩。 

（6）募投项目新增产能 

年产10万吨高性能混凝土用聚羧酸减水剂项目已建成投产，项目基本达到预期产能，6月底已经投产。公司将通过加大

市场推广投入，提高产品销售力度，合理消化产能，使募投项目尽快实现效益。 

（7）继续推进人才战略实施规划。 

公司不断完善优化用人机制，吸纳优秀经营管理人才营销人才和科技人才，不断优化人力资源管理体系，进一步增强公

司持续发展能力。2018年，公司聘用在市场营销、企业管理、新产品技术开发等方面的专业人员10人员，提升公司综合管理

实力。 

在人才培训方面，在管理、营销、研发、生产技术方面派送参加各种培训班、展会、培训中心，培养具有专业素养的员

工，做到立足公司自身情况，营造企业与员工共同成长的组织氛围，充分发挥团队精神，规划公司的宏伟前景，让员工对未

来充满信心和希望，同企业共同发展，为有远大志向的优秀人才提供其施展才华、实现自我超越的广阔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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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醚单体 778,198,668.55 -22,460,093.32 11.09% 20.11% -23.75% -1.82% 

聚羧酸系减水剂 242,854,176.04 31,184,651.12 26.82% -19.56% -24.85%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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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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总营业收入1,195,803,521.79元，较上一年同期增加6.04%；营业利润-188,862,821.54元，较上一年

同期下降1375.09%；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0,490,834.23元，较上一年同期下降540.49%。营业收入主要集中在聚醚

单体和聚羧酸减水剂，占公司营业收入总额8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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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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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盘锦科隆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与青岛建一混凝土有限公司于2017年5月10日投资设立青岛久润新型建

材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其中盘锦科隆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认缴70%，2018年3月29日实缴出资350万元。实缴出资

后盘锦科隆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享有该公司投资分红，对被投资公司具有实际控制，本期纳入合并范围。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盘锦科隆精细化工有限公司2017年6月30日购买取得杭州亨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认缴注册资

本比例为51%，实缴注册资本比例为48.84%，本公司2018年1月5日对该公司派驻管理人员，具有实际控制，本期纳入合并范

围。杭州亨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前尚未开始经营，本次购买股权取得合并实质属于直接设立，未产生商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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