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2211                             证券简称：宏达新材                             公告编号：2020-034 

上海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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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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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达新材 股票代码 00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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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杨鑫 

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700 号 B2 栋 1703 室 

电话 021-64036081*8011 

电子信箱 zhengquanbu@002211sh.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为高温硅橡胶材料，客户对象为生产硅橡胶制品的国内外客户。公司生产的硅橡胶材料主要应用于以下硅

橡胶制品：各种按键；电线电缆；电力、电气、家用电器的密封件；交通运输上的绝缘、防潮、耐气候、耐老化件；食品、
医疗、卫生方面的无毒、耐高低温及生理惰性制品；汽车领域的耐高温绝缘零件（如汽车火花塞、高压帽、电线、前大灯耐

热密封垫、汽车耐热胶管）。硅橡胶材料已成为现代工业、现代科技、现代生活和人们衣食住行必不可少且不可替代的重要

材料。 

    公司于本报告期内投资设立了全资子公司上海鸿翥，并已开始向客户批量交付信息安全类产品。2019年9月，公司收购

上海观峰，上海观峰主要经营的印制电路板加工，属于信息通讯业务上游环节的印制电路板加工服务商，能够快速响应上市

公司的生产加工计划，主要产品为无线图像传输系统、特种通信系统等高科技系统的集成电路板，涉及领域包括网关及编解

码通讯安全，射频发射&接收器等。 



上海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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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1,104,658,864.23 1,080,127,347.86 2.27% 945,030,111.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7,996,928.58 11,132,386.06 -890.46% 20,426,851.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288,970.25 -12,514,541.11 189.97% 5,261,339.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5,379,152.72 122,523,089.41 -300.27% 111,095,189.3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35 0.0257 -891.83% 0.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35 0.0257 -891.83% 0.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73% 1.40% -13.13% 2.60%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1,078,860,758.58 1,182,498,466.22 -8.76% 1,193,298,947.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06,422,773.14 794,419,701.72 -11.08% 793,819,086.8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14,358,222.66 204,481,630.48 256,320,090.37 429,498,920.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91,829.11 -3,067,285.97 -722,938.87 -88,198,532.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7,568.11 -1,420,253.08 561,391.12 -35,657,676.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2,928,977.16 -366,105,619.45 -7,729,605.79 15,527,09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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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2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4,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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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鸿孜企业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8.23% 122,100,000 122,100,000   

江苏伟伦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98% 43,159,34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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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锦娣 境内自然人 1.53% 6,601,299 0   

朱燕梅 境内自然人 1.20% 5,200,809 0   

周春林 境内自然人 0.83% 3,588,351 0   

北京怀信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怀信信

安 3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8% 2,930,000 0   

黄春芳 境内自然人 0.58% 2,493,600 0   

徐建业 境内自然人 0.57% 2,465,300 0   

李山青 境内自然人 0.55% 2,379,600 0   

翟朋 境内自然人 0.53% 2,307,01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江苏伟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龚锦娣、朱燕梅存在关联关系。龚锦娣为江苏伟伦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朱恩伟之母、朱燕梅为江苏伟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 人朱恩伟之胞
妹。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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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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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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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2日，上海鸿孜累计支付4.9亿元股权转让款后，双方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递交转让申请。2019年1月4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伟伦投资原持有的公司股份122,100,0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28.2328%）已过户登记至上海鸿孜名下。此次股权过户后，上海鸿孜持有公司股份122,1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8.2328%），公司的控股股东变更为上海鸿孜，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变更为杨鑫先生。 

    报告期内，公司逐步探索主营业务的战略转型升级。公司在原有单一的高温硅橡胶系列产品的研究、生产和销售业务之

外逐步拓展了信息通讯业务并取得了快速发展。其中，公司将重点培育及拓展信息通讯业务，未来将其作为公司新的利润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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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点。 

    公司高温硅橡胶客户对象为生产硅橡胶制品的国内外客户。公司生产的硅橡胶材料主要应用于以下硅橡胶制品：各种按

键；电线电缆；电力、电气、家用电器的密封件；交通运输上的绝缘、防潮、耐气候、耐老化件；食品、医疗、卫生方面的
无毒、耐高低温及生理惰性制品；汽车领域的耐高温绝缘零件（如汽车火花塞、高压帽、电线、前大灯耐热密封垫、汽车耐

热胶管）。硅橡胶材料已成为现代工业、现代科技、现代生活和人们衣食住行必不可少且不可替代的重要材料。 

    公司于本报告期内投资设立了全资子公司上海鸿翥，主要从事信息安全、专网通信等信息通讯业务领域，并已开始向客

户批量交付无线通信机产品。2019年9月，公司收购上海观峰，上海观峰主要从事印制电路板受托加工业务，属于信息通讯

业务上游环节的印制电路板加工服务商，能够快速响应下游客户的生产加工计划，主要受托加工的产品为无线图像传输系统、

特种通信系统等高科技系统的集成电路板，涉及领域包括网关及编解码通讯安全、射频发射和接收器等。 

    2019年公司主要客户及供应商较为稳定，实现营业收入1,104,658,864.23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4,531,516.37元，同比上升

2.27%；其中：有机硅产品实现收入857,951,908.24元，较上年减少20.57%，主要原因为有机硅行业面临主要原材料和产品价

格波动风险、安全环保风险等影响，整体销售业务有较大回落；本期新增信息安全产品，实现收入246,706,955.99元。本期

实现毛利11,573.36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1,537.94万元，同比上升15.33%，主要原因为有机硅行业毛利率基本持平，信息安
全产品毛利率比有机硅产品毛利率增加2.1%。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8,799.69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9,912.93万

元，同比下降890.46%；主要原因为：公司内部资产重组向江苏明珠硅橡胶材料有限公司增资经评估后部分资产增值导致缴
纳增值部分企业所得税917万元；硅橡胶业务受市场行情影响，整体销售业务有较大回落，受外部大环境和竞争环境的影响，

公司产品的销售价格及材料的采购价格，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结合市场硅橡胶价格的下跌，导致明珠硅橡胶业务大幅

下降；同时根据扬中当地政府文件要求，公司扬中工厂正在进行异地整体搬迁，其中硅橡胶生胶车间已于2018年9月1日停止
生产，综上原因导致2019年度当期亏损2,013.00万元；就公司以公开拍卖方式转让江苏明珠100%股权事宜，由于江苏明珠经

审计后的净资产为32,716.16万元，而标的股权最终成交价为26,237.36万元，导致亏损6,478.80万元；本报告期合并利润还包
括东莞新东方当期净利润881.80万元、上海鸿翥当期净利润823.23万元，不包括上海观峰净利润1,060.39万元。公司本期末资

产负债率34.52%（如扣除以银行理财产品质押办理银行承兑汇票的因素，本期末资产负债率为21.28%），保持了较低的水
平，财务状况安全稳定。本期经营性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4,537.92万元；主要原因为信息安全类产品采购预付款增加，

导致现金流出增加；信息安全类产品应收账款增加，导致现金流入减少。报告期末合并资产负债表范围包括东莞新东方、上

海鸿翥、上海观峰，合并利润表及合并现金流量表范围包括东莞新东方、上海鸿翥、江苏明珠、江苏利洪、安徽迈腾。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19年1月28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会议同意公司以

人民币15,000万元在上海市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鸿翥。截至报告期末，上海鸿翥已取得营业执照并实缴全部注册资本，

并于2019年9月开始向客户批量交付产品。通过本次对外投资，公司拓展信息安全业务，逐步实现公司战略转型升级。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公司2019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注册地址、经营

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公司根据与上海市当地政本沟通的实际情况，决定变更公司名称、注册地址、经营范围并修

改公司章程。当前公司名称由“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上海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注册地址由“扬

中市明珠广场”变更至“上海市闵行区春常路18号1幢2层A区”。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已经正式落户上海，并已换发新的营
业执照。 

    公司于2019年9月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并于2019年9月25日召开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现金收购上海观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以人民币22,500万元的价格收购上海观峰

100%股权。截至目前，本次交易标的股权已完成过户，公司直接持有上海观峰100%的股权，上海观峰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通过本次交易，上海观峰将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鸿翥的信息安全业务提供技术、设备与产能支持。本次交易系公司布局信

息安全业务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推动公司业务转型升级，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业绩水平符合公司未来发展需要。 

    为优化资产结构，进一步有效整合资源，公司将持有江苏明珠100%股权（以下简称“江苏明珠股权”）以37,481.94 万元

的价格作为拍卖底价公开拍卖。历经两次流拍调价，2019年11月23日公司委托江苏省实成拍卖有限公司于2019年11月30日举

办江苏明珠股权的第三次拍卖会，最终由自然人本纪洪先生以江苏明珠股权资产评估价值的70%，即26,237.36万元受让江苏

明珠股权。 

    自2019年公司控股权发生变化以来，在发展高温硅橡胶业务的同时，公司开始借助新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电子通

信、信息安全领域的行业经验、经营资源和技术积累，公司着手引入新的经营方向与发展思路，探索主营业务的战略转型升
级。公司由原来单一的高温硅橡胶系列产品的研究、生产和销售业务逐步拓展至信息安全、专网通信等核心业务并取得了快

速发展。其中，公司将紧抓信息通讯行业的高速发展的良好契机，重点培育及拓展信息通讯业务及产业链延伸，形成公司新
的利润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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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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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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胶 45,663,685.31 2,958,978.42 6.48% -31.68% -32.80% -0.11% 

混炼胶 773,992,413.89 73,297,723.00 9.47% -19.24% -14.38% 0.54% 

特种胶 35,412,657.25 8,347,434.46 23.57% -34.35% -19.29% 4.40% 

材料销售 2,883,151.79 1,253,532.95 43.48% 189.92% 81,970.26% 43.33% 

信息通讯设备 246,706,955.99 29,875,896.40 12.11% 100.00% 100.00% 12.11% 

合计 1,104,658,864.23 115,733,565.23 10.48% 2.27% 15.33%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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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2019年4月发布《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对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进行相应调整，适用于2019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上述会计政策的变更，对可比期间的财务报表的项目与金额产生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及其对本

公司的影响说明 

报表项目 对2018年12月31日/2018年度相关财

务报表项目的影响金额（元） 

影响金额增加+/减少- 

按照《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

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财会〔2019〕6号）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61,996,788.30  

  应收票据 +10,527,600.55  

  应收账款 +51,469,187.75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359,703,831.12  

  应付票据 +318,901,350.00  

  应付账款 +40,802,481.12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上述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2018末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和净资产以及2018年度净利润

未产生影响。 

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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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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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 

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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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上述修订后的准则自2019年1月1日起实施，根据
准则规定，对于实施日尚未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之前确认和计量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应当追溯调整。涉及前期

比较报表数据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 

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情况： 

                                        合并资产负债表（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重分类 2019年1月1日 

  交易性金融资产 不适用 687,353,000.00 687,353,000.00 

  其他流动资产 691,127,338.94 - 687,353,000.00 3,774,338.94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重分类 2019年1月1日 

  交易性金融资产 不适用 20,000,000.00 20,000,000.00 

  其他流动资产 20,000,000.00 -20,000,000.00 - 

调整说明：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将原列报在“其他流动资产”的金融理财产品报表项目调整至“交易性金融资产”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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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19年1月28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会议同意公司以

人民币15,000万元在上海市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鸿翥。截至报告期末，上海鸿翥已取得营业执照并实缴全部注册资本，
并于2019年9月开始向客户批量交付产品。 

    公司于2019年9月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并于2019年9月25日召开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现金收购上海观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将以人民币22,500万元的价格收购宁波梅

山保税港区骥勤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的上海观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观峰”）95％的股权以及江苏卓睿控股有
限公司所持有的上海观峰5％的股权。2019年10月16日，本次交易标的股权已完成过户，公司直接持有上海观峰100%的股权，

上海观峰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2019年度下半年公司在江苏明珠连续两年持续大额亏损的情况下决定以公开拍卖方式转让江苏明珠100%股权，本次交易
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江苏明珠股权，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将发生变化，自江苏明珠完成资产交割且达到不纳入公司合

并财务报表范围条件之日起，江苏明珠及其下属子公司安徽迈腾新材料有限公司、江苏利洪硅材料有限公司、镇江新旺高新
硅材料有限公司不再纳入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报告期末合并资产负债表范围包括东莞新东方、上海鸿翥、上海观峰，合并利润表及合并现金流量表范围包括东莞新东

方、上海鸿翥、江苏明珠、江苏利洪、安徽迈腾。 

（4）对 2020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20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负值 

净利润为负值 

2020 年 1-3 月净利润（万元） -500 至 -300 

2019年 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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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受疫情影响，预计一季度收入减少 62%，毛利减少 74%，导致一季度
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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