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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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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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以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以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的未分配利

润 237,079,490.56元，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送现金股利人民币 1.6元（含税），预计共计派送税

前现金股利 3360万元。 

本预案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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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海环境 603311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洁   

办公地址 浙江省诸暨市应店街镇工业区   

电话 021-54891016   

电子信箱 touzizhe@goldensea.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专注致力于全球领先的高性能过滤材料、功能

性过滤材料和功能性过滤网的研发和制造。围绕主营业务，公司持续加大在相关领域产品的研发、



生产、应用和销售，并将其应用于家用/商用/中央空调、空气净化机、汽车/火车/飞机/船舶空调

过滤系统、新风系统等，确立了公司在室内空气治理领域的行业领先地位。 

    本公司的主要产品具体包括：高性能过滤材料、过滤网、空气净化器过滤器、新风系统过滤

器、汽车空调过滤器、轨道交通空调过滤器、油烟过滤器、换气扇过滤器、空调风轮、全热交换

器等。 

    2、经营模式 

    公司基本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营销部门直接负责向客户进行产品销售，生产部门

根据年度客户的需求目标，结合企业实际生产能力，制定各产品订单的生产计划，分批次进行供

货，技术部和品质部针对在产产品进行质量控制，对所有销售产品进行质量跟踪及反馈，并与营

销部一起跟客户进行及时沟通，确保生产计划按时按需的完成。公司全面协调销售、采购、生产

管理以及品质管理等部门之间的协作，采取直接销售的模式，与主要客户建立长期、稳固的良好

合作关系，供货价格根据原材料价格变动趋势及同类产品市场价格水平由双方协商确定，极大程

度稳定了公司的盈利能力。 

    3、公司所处的行业情况 

    高性能过滤材料、功能性过滤材料和功能性过滤网是空调及空气净化机的关键零部件，是空

调机、空气净化机及新风机中过滤系统的最主要组成部分。由于主要应用在空调设备、空气净化

设备和新风系统中，高性能过滤材料、功能性过滤材料和功能性过滤网随着空调整机、空气净化

机和新风系统的发展而快速发展，其发展轨迹与上述相关行业的发展轨迹基本一致，经历了从无

序竞争到规模化生产的过程，从单一空气过滤到节能、环保、多功效的升级换代，国内行业的集

中度逐步提升。近几年，随着用户对健康意识的不断增强，对具有健康、节能、环保、智能化等

功能的净化产品越来越青睐，未来对于功能性空调及功能性空气净化机等的需求将加大，高性能

过滤材料、过滤网板、过滤器行业预计很快会迎来蓬勃发展的机遇。全球对空气治理、城镇化改

造和健康产品的需求升级将持续拉动空气过滤产品市场的需求激增，因此除了空调行业、空气净

化机行业和新风系统行业的景气度持续向好外，高性能过滤材料、过滤网板、过滤器相关的健康

防护产品创新也将保持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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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1,210,397,370.70 1,011,133,880.15 19.71 900,073,725.18 

营业收入 648,834,684.18 565,201,059.63 14.80 522,069,223.6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80,111,978.32 65,042,964.43 23.17 80,410,401.9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70,687,400.15 57,308,771.39 23.34 70,901,279.3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820,720,210.08 753,462,057.13 8.93 717,821,420.98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8,137,356.56 69,202,205.80 27.36 32,550,022.43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38 0.31 22.58 0.38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38 0.31 22.58 0.38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0.34 8.84 增加1.5个百分点 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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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910,340.41 201,828,245.24  154,715,679.29  144,380,419.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0,597,099.90 30,973,450.88  13,938,809.25  14,602,618.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9,399,900.71 29,455,546.33  10,929,296.92  10,902,656.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443,057.24 61,532,931.41  -3,778,126.5  26,939,49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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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3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0,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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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投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106,471,817 50.7 0 质押 37,074,2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浙江诸暨三三投

资有限公司 

  10,521,919 5.01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丁伊央 696,100 4,210,700 2.01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叶建芳 -8,000 2,501,300 1.19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浙江正茂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2,000,000 0.95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吴永祥 1,300 1,420,000 0.68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北京中油高盛环

保技术有限公司 

-5,000 1,021,700 0.49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杨克明 -67,021 975,000 0.4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孟国芳   857,600 0.41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周珮武   790,000 0.38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股东汇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诸暨三三投资有限公司系实际控

制人控股企业；丁伊央系实际控制人之女。除上述关联关系之外，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

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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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度公司实现收入 64,883.46万元，同比增长 14.80%，实现净利润 8,011.20 万元，同

比增长 23.1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011.20万元，同比增长 2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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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4 月 30 日，财政部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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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对已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应

按如下规定编制财务报表： 

    资产负债表中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行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增加“应

收款项融资”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和应

收账款等；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行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利润表中在投资收益项目下增加“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的明细项目。 

    2019 年 9 月 19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

（财会【2019】16 号），与财会【2019】6 号配套执行。 

    本公司根据财会【2019】6 号、财会【2019】16 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比较报表，并采

用追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 

    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分别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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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7 年 5 月 2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

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

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本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 日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

则，对会计政策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对于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按

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对金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含减值）进行追溯调整，将金融工具原账

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即 2019 年 1 月 1 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 2019 年

1 月 1 日的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同时，本公司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 

    2019 年 5 月 9 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

号），根据要求，本公司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根据本准则

进行调整，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0 日起执行本准则。 

2019 年 5 月 16 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 号），

根据要求，本公司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7 日起执行本准

则。 

    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相应调整 2019 年 1 月 1 日应收票据

-50,510,739.17 元，应收账款-1,451,824.38 元，应收款项融资 50,510,739.17 元，其他应收款 3,931.42

元，递延所得税资产 173,096.08 元，短期借款 155,039.49 元，其他应付款-155,039.49 元。相关调

整对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的影响金额为-1,274,796.88 元，其中盈余公积

为-98,087.78 元、未分配利润为-1,176,709.10 元。本公司母公司财务报表相应调整 2019 年 1 月 1

日应收票据-47,933,152.74 元，应收账款-1,154,480.17 元，应收款项融资 47,933,152.74 元，其他应

收款 506.32 元，递延所得税资产 173,096.08 元，短期借款 154,180.70 元，其他应付款-154,180.70

元。相关调整对本公司母公司财务报表中股东权益的影响金额为-980,877.77 元，其中盈余公积为



-98,087.78 元、未分配利润为-882,789.9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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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本期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合计 11家，本年新增 1家，具体请阅“附注六、合并范围

的变动”和“附注七、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