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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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独立董事 姚小义先生 身体不适 独立董事马卓檀先生 

4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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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公司最新总股本 614,411,7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41元

（含税）(预计利润分配金额人民币 25,190,879.70 元，占 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人民币 50,007,535.73元的 50.37%)。 

若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则以利润分配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实际

股本为基数，每股现金股利发放金额不变，依实际情况调整利润分配总金额。 

独立董事阮吕艳女士、姚小义先生、马卓檀先生发表了同意本项议案的独立意见。 

此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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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交所 宏昌电子 603002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义华 李俊妮 

办公地址 广州市萝岗区云埔一路一号之二 广州市萝岗区云埔一路一号之二 

电话 020-82266156-4211/4212 020-82266156-4211/4212 

电子信箱 stock@graceepoxy.com stock@graceepoxy.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电子级环氧树脂的生产和销售。公司主要业务自成立以来未发生变化。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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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分类如下（主要从形态、产品特征方面分类）： 

产品名称 产品特征 产品主要应用行业 

液态型环

氧树脂 

聚合度等于零的分子占

80%以上的环氧树脂 

目前用途最广泛的环氧树脂，主要用于电子行业的灌

封料、防腐涂料、地坪涂料、汽车用电泳漆、光固化

涂料、复合材料、土木建材、艺品灌封料以及电工行

业的浇注料等高端产品市场 

阻燃型环

氧树脂 

电子级液态环氧树脂加

上四溴双酚 A 反应而成 
主要应用于电子电气行业中覆铜板产业 

固态型环

氧树脂 

聚合度大于 1 的分子占

90%以上的环氧树脂 

主要用于电子、绝缘粉末、管道重防腐、家电、办公

家具、金属建材粉末、灯饰、沙滩椅、婴儿车和烤肉

架等金属表面涂层，也作为罐涂料应用于食品和饮料

罐头的内壁涂层，彩色钢卷涂料。 

溶剂型环

氧树脂 

固态环氧树脂加入溶剂

后反应而成 

主要应用于集装箱、船舶涂料、高级烤漆、重防腐涂

料、地坪涂料 

2、经营模式 

公司以贴近市场的价格，快速反应，保证安全库存、客户订单及时交货、技术服务全程跟进，

使公司的采购、生产、销售、研发紧密协调，实行高效精细的经营管理。 

采购模式：公司主要原材料为双酚 A、环氧氯丙烷、四溴双酚 A 和丙酮。采购以合格供应商

进行询比议价作业，根据订单和原物料价格之需要实行国外采购与国内采购，年度长期合约采购

与月度采购相结合，严格按公司《采购管理作业办法》等制度执行作业。 

生产模式：公司以 DCS 全自动化控制的方式进行生产，生产排程包括计划生产和订单生产，

以计划生产为主。计划生产是指生产管理部门依据销售部门提供的销售计划来安排生产的方式，

主要适用一般规格产品或有固定客户订制的产品规格；订单生产是指销售部门取得客户订单后，

生产管理部门开始安排生产的方式，主要适用于特殊规格或没有固定客户订制产品。 

销售模式：公司销售模式主要为对客户直接销售，依据采购主原料的市场价格，制订及时灵

活的定价机制。通常情况下，可以将原材料成本快速反映至产品价格。销售定价的主要制订依据

是产品成本加成，同时参考市场行情、并与客户的需求量、是否长期客户、付款条件、战略合作

等因素予以适当调整。 

3、行业情况 

 环氧树脂的消费结构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经济越发达、生活水平越高，环氧树脂消费量越

高。国内环氧树脂生产部分存在产品结构不够合理和产品差异化程度较低等问题，产品质量稳定

性和产品售后服务方面也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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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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1,959,752,264.88 1,651,264,012.33 18.68 1,510,760,456.36 

营业收入 1,803,943,407.76 1,237,094,651.51 45.82 909,889,780.2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50,007,535.73 78,449,430.19 -36.26 26,679,217.7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0,505,488.24 75,853,717.32 -46.60 33,133,613.6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110,110,071.37 1,098,115,586.92 1.09 1,028,337,004.67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37,084,785.49 34,633,915.84 295.81 54,093,171.59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8 0.13 -38.46 0.04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8 0.13 -38.46 0.04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4.45 7.39 减少2.94个百分

点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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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499,165.74 464,272,069.90 492,341,602.95 473,830,569.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9,928,285.20 14,840,750.58 13,359,823.18 1,878,676.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19,625,770.55 13,169,234.32 6,968,277.00 742,206.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5,230,699.97 -53,871,126.42 79,340,687.78 36,384,524.16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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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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2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4,05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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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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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OXY BASE INVESTMENT 

HOLDING LTD. 

0 253,702,000 41.29 0 质押 16,500,000 境外法

人 

李剑东 586,300 2,672,300 0.43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日月控股有限公司 0 2,121,050 0.35 0 未知   未知 

刘占刚 876,666 2,036,666 0.33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吴建才 1,640,000 1,900,000 0.31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黄如彻 1,848,800 1,888,800 0.31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来永健 1,879,800 1,879,800 0.31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徐大庆 230,000 1,840,000 0.30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袁振军 1,746,100 1,746,100 0.28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王伟 1,518,700 1,518,700 0.25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EPOXY BASE INVESTMENT HOLDING LTD.与以上其他股东不存在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公司未知以上除 EPOXY BASE 

INVESTMENT HOLDING LTD.其余 9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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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80,394.34万元，同比去年增加 45.82%；实现净利润 5,000.75

万元，同比去年减少 36.26%，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00.75 万元，同比去年减少

36.26%，实现每股收益 0.08 元；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50.55 万元，同比去年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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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0%，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50.55 万元，同比去年减少

46.60%，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每股收益 0.07元。 

2018年末公司资产总额 19.60亿元，同比增加 18.68%；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1.10亿元，

同比增长 1.09%；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5%，同比减少 2.94个百分点；每股净资产 1.81

元，同比增加 1.12%；资产负债率 43.35%，同比增加 9.8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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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根据财政部 2018 年 6 月 15

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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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对财务报表格

式进行了修订 

1.资产负债表：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归并至“应

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将“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及“其他应

收款”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将“固定资产”及“固定资

产清理”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将“工程物资”及“在建工

程”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归并至“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将“应付利息”“应付股

利”及“其他应付款”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将“长期应

付款”及“专项应付款”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 

 

2.利润表：将“管理费用”项目分拆“管理费用”和“研发费

用”明细项目列报；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目下增加“利息

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列报。 

 

3.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

存收益”项目。 

 

2017年度财务报表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原列报报表项目 金 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 金额 

应收票据 206,804,220.82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596,970,175.16 

应收账款 390,165,95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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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利息      915,677.88 

其他应收款 1,079,441.60 应收股利  0.00 

其他应收款 163,763.72 

固定资产 180,396,847.30 
固定资产 180,396,847.30 

固定资产清理  0.00 

在建工程 401,582,744.36 
在建工程 401,582,744.36 

工程物资  0.00 

应付票据 235,759,664.01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402,991,013.31 

应付账款 167,231,349.30 

应付利息 0.00 

其他应付款 94,733,656.05 应付股利 629,799.48 

其他应付款 94,103,856.57 

长期应付款  0.00 
长期应付款  0.00 

专项应付款  0.00 

管理费用 62,274,189.94 
管理费用 38,145,083.04 

研发费用 24,129,10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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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以控制为基础确定，包括本公司及全部子公司的财务报表。

子公司，是指被本公司控制的企业或主体。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宏昌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及

珠海宏昌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董事长：林瑞荣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9 年 3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