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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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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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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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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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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材科技 60120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 杰 张 钰 

电话 0816-2289750 0816-2289750 

办公地址 绵阳市游仙区三星路188号 绵阳市游仙区三星路188号 

电子信箱 chenjie@emtco.cn zhangyu@emtco.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3,071,214,012.75 3,083,450,468.62 -0.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350,990,484.47 2,280,606,728.73 3.09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6,864,890.97 103,867,144.10 -154.75 

营业收入 838,500,139.33 778,140,560.85 7.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6,687,755.74 26,174,193.24 154.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6,739,692.83 18,268,135.31 46.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88 1.17 增加1.7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1 0.04 17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1 0.04 175.00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1,98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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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高金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2.94 143,759,600   质押 61,576,000 

于少波 境内自

然人 

3.96 24,833,200   质押 11,740,000 

唐安斌 境内自

然人 

3.73 23,391,600   质押 4,194,802 

熊玲瑶 境内自

然人 

3.34 20,942,160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

人 

2.49 15,625,900   无   

熊海涛 境内自

然人 

2.27 14,196,772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金鹰稳健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3 9,600,000   无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4 6,535,900   无   

尹胜 境内自

然人 

1.03 6,434,800   无   

梁戈 境内自

然人 

0.74 4,647,54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第六大股东熊海涛为第一大股东高金技术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一致行动人关系。除此之外，

公司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7年上半年，全球经济仍处于长期停滞、复苏乏力的困局。公共债务高企、大宗商品价格

波动、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保护主义与民粹主义抬头等多种不稳定因素交互震荡，全球经济增

长疲弱、贸易收缩已成常态。作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增长符合预期，国民经

济运行稳中有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初显，呈现出增长平稳、就业向好、物价稳定、供给质

量与效益提升、需求结构优化的良好格局。2017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38.15万亿元，同比增

长 6.9%，较去年同期提高 0.2个百分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

额 36,337.50亿元，同比增长 22%，增幅较去年同期高出 13.8个百分点，企业盈利能力显著改善，

实体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持续提升，呈现稳定增长的向好局面。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认真把握宏观经济形势，精准研判行业发展导向；公司全体员工团结

拼搏、开拓进取，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年初制定的“创新变革，激发活力；高效运行，提质增效”

的总体工作思路，紧紧围绕 2017 年度经营目标开展各项工作。2017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 8.39 亿元，同比增长 7.7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668.78 万元，同比增长

154.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673.97 万元，同比增长

46.37 %；实现基本每股收益 0.11元,同比增长 175.00%。2017年上半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为-5,686.49 万元，同比减少 154.75%。 

(一) 主营业务分析 

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838,500,139.33 778,140,560.85 7.76 

营业成本 651,136,010.25 616,260,095.53 5.66 

销售费用 38,297,974.09 28,688,383.71 33.50 

管理费用 97,805,375.62 82,007,510.90 19.26 

财务费用 3,867,086.74 11,245,510.29 -65.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864,890.97 103,867,144.10 -154.7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753,475.62 -20,252,442.34 261.7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250,155.40 -127,317,699.27 152.04 

研发支出 53,516,081.18 38,554,013.74 38.81 

税金及附加 9,777,691.28 4,181,497.55 133.83 

资产减值损失 5,788,163.41 2,058,210.24 181.22 

营业外支出 1,309,240.75 2,070,684.34 -36.77 

少数股东损益 6,341,811.07 11,624,174.95 -45.44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销量增加，销售收入增加；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销量增加，销售成本增加；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销量增加，销售运费增加；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研发费用同比增加；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内银行贷款同比减少，利息支出同比减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同比大幅减少、金张科技纳入合

并报表范围的时间同比减少 3个月；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出售天津中纺凯泰 100%股权，转让金张科技 19%股

权，收回投资；去年无此情形；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银行借款净增加额同比增加；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研发项目增加，研发费用同比增加； 

税金及附加变动原因说明:会计政策变更，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纳入税金及附加科目核算； 

资产减值损失变动原因说明:应收账款同比增加，按会计政策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处置金张科技

19%股权，对金张科技的核算方法由成本法改为权益法，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营业外支出变动原因说明:固定资产报废同比减少； 

少数股东损益变动原因说明:金张科技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时间同比减少 3个月。 

 

2 其他 

(1)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 适用 √不适用  



 

(2) 其他 

□ 适用 √不适用  

 

(二) 非主营业务导致利润重大变化的说明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公司先后转让全资子公司天津中纺凯泰特种材料科技有限公司100%的股权、控股

子公司太湖金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9%的股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891.55万元，

占当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43.36%。 

 



 

(三)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适用 □ 不适用  

1. 资产及负债状况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占总

资产的比例（%）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占总

资产的比例（%） 

本期期末金额较上期

期末变动比例（%） 
情况说明 

预付款项 79,874,351.42 2.60 43,224,603.05 1.40 84.79 预付材料采购款增加 

应收利息 364,716.24 0.01 182,358.12 0.01 100.00 定期存款未到期，应收存款利息增加 

长期股权投资 109,560,794.84 3.57 1,390,731.47 0.05 7,777.93 处置金张科技 19%股权，对金张科技的核算方法由

成本法改为权益法，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在建工程 24,594,233.89 0.80 38,747,775.51 1.26 -36.53 处置金张科技 19%股权，对金张科技的核算方法由

成本法改为权益法，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商誉 2,056,577.61 0.07 54,939,624.07 1.78 -96.26 处置金张科技 19%股权，对金张科技的核算方法由

成本法改为权益法，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长期待摊费用 581,355.54 0.02 3,606,711.39 0.12 -83.88 处置金张科技 19%股权，对金张科技的核算方法由

成本法改为权益法，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短期借款 293,285,977.22 9.55 171,023,780.80 5.55 71.49 银行贷款大幅增加 

应付票据   9,643,701.78 0.31 -100.00 应付票据到期已兑付 

预收款项 19,696,733.13 0.64 14,984,979.45 0.49 31.44 预收货款增加 

应交税费 12,588,735.30 0.41 25,192,656.18 0.82 -50.03 对金张科技的核算方法由成本法改为权益法，不再

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应交所得税减少 

应付股利 243,875.44 0.01 1,587,781.81 0.05 -84.64 对金张科技的核算方法由成本法改为权益法，不再

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其他应付款 6,501,576.31 0.21 15,985,761.47 0.52 -59.33 对金张科技的核算方法由成本法改为权益法，不再

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长期借款 17,500,000.00 0.57 74,250,000.00 2.41 -76.43 为了降低财务费用，提前归还部分长期借款 



递延所得税负债   1,268,534.03 0.04 -100.00 对金张科技的核算方法由成本法改为权益法，不再

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四) 投资状况分析 

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 适用 √不适用  

(1) 重大的股权投资 

□ 适用 √不适用  

 

(2) 重大的非股权投资 

□ 适用 √不适用  

 

(3)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不适用  

 

(五) 重大资产和股权出售 

√适用 □ 不适用  

1、2017 年 2 月 8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出售天津中纺凯

泰 100%股权的议案》，公司以人民币 3,150.00 万元收购对价将所持有天津中纺凯泰特种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转让给苏小巍、邢凤亮、王波三人。当日，受让方已将股权受让款全额支付

给本公司。目前，工商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毕。 

2、2017 年 3 月 1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公司所持金张科

技 19%股权的议案》，公司将持有的控股子公司太湖金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9%的股权转让给施克

炜先生，股权转让对价为人民币 6,224.00 万元。2017 年 3 月 17 日，该议案经公司召开的 2017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截至 2017 年 3 月 28 日，受让方已将股权受让款全额支付给本公

司。目前，工商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毕。 

 

(六) 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子公司 

名称 

所处

行业 

主要产品 

或服务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四川东方绝缘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 

化工

行业 
功能膜材料 24,577.37 146,737.63 119,756.90 50,708.33 2,933.87 

江苏东材新材料

有限责任公司 

化工

行业 

绝缘材料、高

分子材料、精

细化工材料 

36,000.00 61,092.46 32,392.46 11,653.03 -339.06 



太湖金张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电子

行业 

光学光电子

材料、电气绝

缘材料、功能

性薄膜材料 

6,450.00 23,381.25 17,622.90 13,519.81 2,328.73 

1、本报告期内，全资子公司江苏东材的经营状况分析 

2017 年 1-6 月份，江苏东材实现销售收入 11,653.03 万元，同比增长 41.07%；累计实现净利

润-339.06 万元，同比增长 81.18%；整体经营情况得到明显改善。 

江苏东材面对设备磨合期质量不稳定、单耗较高的困境，制造部门大力推行“8S”管理机制，

提高设备和工艺流程的基础管理水平，优化品控流程，产品品质和良品率得到较大提升；市场部

门积极开拓高端客户，针对市场需求陆续开发出 GM60、YM30、GM31 等多个新产品，产品整体

盈利能力有所提升。下半年，随着新产品的销售上量、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实现“扭亏为盈”的

年度经营目标可能性较大。 

2、本报告期内，参股公司金张科技的经营状况分析 

2017 年 1-6 月份，金张科技实现销售收入 13,519.81 万元，同比增长 5.79% ；累计实现净利

润 2,328.73 万元，同比减少 6.00%；整体经营情况较为平稳，业绩略有下降。 

金张科技主导产品 AB 胶由于市场竞争加剧，销售价格、盈利能力有所下降。下半年，随着

新产品健康护眼膜的市场推广及上量，预计该公司的盈利水平可逐步回升。 

(七) 公司控制的结构化主体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其他披露事项 

(一)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

的警示及说明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内，由于公司出售天津中纺凯泰 100%股权、转让所持金张科技 19%股权，获得投资

收益导致本报告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154.78%。公司预计，2017 年 1-9

月份累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90%-140%。 

 

(二) 可能面对的风险 

√适用 □ 不适用  

1、外部经济环境与市场风险 

由于宏观经济环境严峻、行业周期性波动明显、下游行业需求不稳定，公司主营业务的市场

需求增长也将放缓。公司所处的行业属完全竞争市场，随着国内竞争对手产能的增加和技术水平

的提升，以及国外同行产能向国内转移，价格竞争不断加剧，公司产品的差异化优势逐步降低，

产品盈利能力有所下降。 

针对上述风险，公司将继续推动技术创新，发挥技术品牌优势，积极研发新产品，优化产品

结构；依托预算管理，强化成本控制与费用控制，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利用上市公司的平台优

势积极寻求并购重组、合资、联营等外延式发展路径，实现公司的转型升级。 

2、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公司主要产品所需的聚丙烯、聚酯切片等化工原材料，其市场价格与国际原油价格密切相关；



且上述原材料成本占产品总成本的比例较高，原材料的价格波动对产品的生产成本有较大影响，

进而影响公司经营业绩的稳定性。 

针对上述风险，公司将实时跟踪和分析原材料价格走势、利用互联网开展询比价工作，扩大

询比价范围，降低原材料采购价格；加强技术创新、优化工艺流程，降低单位产品用量，提高现

有材料的利用率；制定严格的管理制度和考核办法，控制原材料采购规模、加强原材料库存管理，

杜绝高库存可能引起的原材料跌价损失风险，有效地降低原材料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 

3、人才短缺的风险 

   面对完全竞争的行业态势，优秀的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才和核心营销团队是确保公司长期稳

定不断发展的重要基石。随着公司持续发展，公司业务范围和下属子公司的不断增加，高素质人

力资源的短缺将给公司未来发展带来一定风险。 

针对上述风险，公司一方面将继续通过内部培养和外部招聘等多种方式，为公司的生产经营

配备综合素质高的人才团队；另一方面将完善薪酬考核制度和员工激励机制，建立公司员工和股

东的利益共享机制，促进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4、环境保护的风险 

随着国家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全面实施，大众的环保意识逐步增强， 《新

环保法》的实施，国家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视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公司属于化工行业，生产

经营过程中伴随着三废的排放。尽管公司历来重视三废处理以及环境保护，但对于偶发因素造成

的“三废”排放处理不当，可能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的污染，从而给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带来影响。  

针对上述风险, 公司将强化日常管理和环保设备设施的维护保养，确保环保设施运行正常，

各项污染物全部达标排放。严格执行国家环保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废水、废气、厂界环境

噪声委托资质单位进行监测，主要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在政府环保部门核

定的排放总量指标以内。 

5、汇率波动的风险 

受到国际经济、金融变化的影响，汇率波动变化对公司原材料进口和产品出口均会造成一定

影响。 

针对上述风险，公司将增加备用海外供应商，尽量缩短境外采购、销售业务的结算周期，通

过期初汇率锁定、约定汇率波动应急机制、人民币结算远期支付跨境业务等方式控制汇兑损失风

险，提高公司自身控制汇率风险的能力。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