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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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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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镇平 董事 工作原因 王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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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禾盛 股票代码 002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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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文其 陈洁 

办公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旺墩路 135 号融盛商务中

心 1 幢 2410 室 

苏州工业园区旺墩路 135 号融盛商务中

心 1 幢 2410 室 

电话 0512-65073528 0512-65073880 

电子信箱 wenqi.wang@szhssm.com.cn jie.chen@szhssm.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和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是国内知名的家电用复合材料生产厂商之一，主营家电用外观复合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目前拥有两个生产基

地，四条生产线，产品主要为家电用外观复合材料（PCM/VCM），广泛应用于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等各类家电外观部件。公

司已与国内外多家知名家电生产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供应关系，客户群优质，核心客户包括LG、三星、博西华、松下、美

的、吉德等，在客户中口碑好。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为“以销定产、购销对应”，公司与长期合作客户签订产品销售框架合

同，根据实际销售订单上的产品类型及交货时间制定生产计划，采购部门根据生产计划确认采购量，保证产品保质保量的交

付，同时向客户提供的服务包括“协同开发、迅速响应、现场服务”，将自身纳入到客户的研发、生产体系中，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由于公司产品直接被用作家电制造商生产的家电产品，公司业绩受下游家电行业的影响较为明显。 

（二）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经过多年的努力，公司生产的家电外观复合材料已获得客户的广泛认可，在行业内具有较强的竞争力。2020年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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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全体员工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齐心协力、团结一致、积极开拓，较好地的完成各项业绩指标。报告期内，公司重点

布局国内现有的客户资源，凭借在本行业的竞争优势和服务能力，保证产品链的稳定，努力构建客户与公司的利益共同体，

实现共同发展；同时公司加强研发，不断的丰富和完善公司的产品系列，优化产品设计方案，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公司综

合实力，努力提升经营业绩。 

公司全资孙公司深圳市中科创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于2018年12月26日办公场地被查封、银行账户被冻结，截至本报告期

末仍未解除查封及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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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1,822,307,287.44 1,726,050,720.03 5.58% 1,734,274,869.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080,118.89 -1,198,141,827.50 -104.60% 62,835,914.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5,446,389.81 -1,208,815,861.18 -104.59% 43,529,006.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5,004,403.61 66,439,340.64 27.94% -83,966,839.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 -4.94 -104.66% 0.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 -4.94 -104.66% 0.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32% -188.63% 201.95% 5.14%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448,142,513.88 1,521,299,189.93 -4.81% 3,381,619,720.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41,173,386.92 386,093,268.03 14.27% 1,241,868,48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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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813,999.54 396,064,772.82 519,770,972.53 585,657,542.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9,437,328.83 18,187,417.46 23,259,244.37 4,196,128.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342,504.17 14,397,839.21 22,234,517.90 10,471,528.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85,836,446.41 12,120,807.47 -53,764,771.07 40,811,92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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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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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28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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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中科创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2.00% 77,667,917 26,238,284 冻结 77,667,917 

赵东明 境内自然人 20.18% 48,984,550    

蒋学元 境内自然人 3.09% 7,500,000    

许华 境内自然人 2.58% 6,260,000    

袁永刚 境内自然人 1.76% 4,266,211    

赵茜菁 境外自然人 1.57% 3,800,000    

严晓君 境内自然人 0.96% 2,339,300    

朱建花 境内自然人 0.82% 2,000,000    

苏州工业园区和

昌电器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3% 1,523,616    

曹险峰 境内自然人 0.61% 1,486,70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赵东明为公司第二大股东，蒋学元为赵东明的妻弟，赵茜菁为赵东明的女儿，除以上

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

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不适用 

注：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中科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77,667,917 股，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32.00%。 

1、质押情况：中科创资产累计质押的股份数为 77,591,217 股，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比例的 99.90%，占本公司总股

份的 31.97%；其中在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质押 44,824,000 股，在江海证券有限公司质押 32,767,217 股，均已逾期。 

2、冻结情况：中科创资产持有的 77,667,917 股股份自 2019 年 1 月 10 日被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冻结。2019 年 3 月 7 日，

中科创资产持有的 77,667,917 股公司股份被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轮候冻结，轮候期限 36 个月；2020 年 4 月 20 日，中科创

资产持有的 77,667,917 股公司股份被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轮候冻结，轮候期限 36 个 月。2020 年 11 月 20 日，中科

创资产持有的 77,667,917股公司股份中的6,528,933股公司股份被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轮候冻结，轮候期限 36个月。

2021年 1月 28 日，中科创资产持有的 77,667,917 股公司股份中的 32,767,217 股公司股份被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轮候冻结，轮候期限 3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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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公司实际控制人张伟通过中科创资产管理持有的公司 7,766.79 万股股份，截止本报告日仍处于司法冻结状态；  

（2）赵东明为公司第二大股东，赵茜菁为赵东明女儿，蒋学元为赵东明的妻弟，赵东明和蒋学元分别持有苏州和兴昌商贸

有限公司 73.33%和 26.67%的股权，赵东明与蒋学元、赵茜菁、和兴昌商贸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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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8.22亿元，同比增长了5.58%，其中主营家电外观复合材料业务收入17.87

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5,508.01万元，扭亏为盈。随着疫情防控转好、利好措施促进消费，家电行业逐步回暖，

报告期内，公司在管理层的正确领导和各部门的通力合作下，克服疫情带来的诸多不利影响，扎实有序的推进各项工作的开

展，全年业务保持增长，较好的完成了制定的生产和销售目标。 

公司多年专注于家电外观复合材料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凭借先进的生产技术、优质的产品质量及服务，与三星、LG、

博西华、双鹿、吉德等国内外知名的家电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布局国内现有的客户资源，

持续加强客户关系建立、发展和维护，凭借在本行业的竞争优势和服务能力，保证产品链的稳定，全力构建客户与公司的利

益共同体，实现共同发展。 

长期来看，国内家电市场产品升级趋势明显，不同用户的消费需求、消费能力和消费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除基础

实用性外，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更高端化、智能化、健康化的家电产品。公司作为上游家电外观部件的生产商亦需要适应当

前消费升级趋势，在生产工艺、外观设计、环保健康等方面不断革新。2021年度，公司将在新品研发和工艺改进方面下大力

气，不断的丰富和完善公司的产品系列，优化产品设计方案，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实现高质稳定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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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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电复合材料 1,786,575,054.62 83,434,504.54 12.86% 9.39% 382.00%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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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公司的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较前一报告期未发生重大变化； 

2、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04.60%，主要系上期全额计提应收保理款本金及利

息减值所致。 

 

6、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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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

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本公司于2020年1月1日执行新收入准则，对会计政策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详见附注三、26。 

新收入准则要求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即2020年1 月1日)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

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在执行新收入准则时，本公司仅对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进行调

整。 

上述会计政策的累积影响数如下： 

因执行新收入准则，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相应调整2020年1月1日合同负债4,610,141.86元、预收款项-5,209,460.30元、

其他流动负债599,318.44元。本公司母公司财务报表相应调整2020年1月1日合同负债2,516,605.73元、预收款项-2,843,764.48

元、其他流动负债327,158.75元。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经本公司于2020年8月5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批准。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无重大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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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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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月10日，公司香港子公司中科创国际有限公司办理完毕注销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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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报告摘要法定代表人签署页） 

 

法定代表人：                      

梁    旭 

 

 

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3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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