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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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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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57,059,5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 元
（含税），
送红股 0 股（含税）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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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惠成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300481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淑敏

魏鸿鹄

办公地址

河南省濮阳市胜利路西段

河南省濮阳市胜利路西段

传真

0393-8961801

0393-8961801

电话

0393-8910373

0393-8910373

电子信箱

chenshumin@huichengchem.com

weihonghu@huichengchem.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用途
公司主要从事顺酐酸酐衍生物、功能材料中间体等精细化学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主要产品包括四氢苯酐、六氢苯酐、甲
基四氢苯酐、甲基六氢苯酐、纳迪克酸酐等。顺酐酸酐衍生物主要用于环氧树脂固化、合成聚酯树脂和醇酸树脂等，广泛应
用在电子元器件封装材料、电气设备绝缘材料、涂料、复合材料等诸多领域。功能材料中间体主要用于有机光电材料等领域。
公司以“技术领先，成本优势，产品线持续优化延伸”为定位，先后研发、生产六氢苯酐、纳迪克酸酐、氢化双酚A等产品填
补国内工业化生产的空白，降低国内市场对进口产品的依赖；同时，与国外竞争对手相比，公司能够更加方便快捷地服务客
户，在国内外客户中建立了优秀的企业形象。公司将在原有的经营模式上，紧密结合市场需求的变化、依托资本市场的支持，
对原有的经营模式进行优化和创新，以实现资本推动产业发展的最终目的。
（二）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拥有较为完善的物料采购流程管理系统，为保证原材料的采购质量，公司根据采购作业流程，由质量控制部对供应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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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进行测评，确定合格后列入公司合格供应商名单；公司根据当期的生产计划制定采购计划，与合格供应商签订采购合
同，并通过采购订单形式分批采购。对于生产用常规物料，公司根据生产计划与生产情况，进行动态备货；对于非常规物料，
公司根据客户订单进行采购；在原材料采购过程中质量控制部会对原材料进行抽检，以保证每一批次的原材料都符合公司要
求。
在采购价格方面，公司采购部门根据市场价格与供应商协商确定，同时，根据原材料市场价格的变化，及时与供应商协商调
整价格。
2.生产模式
采购部根据生产计划，计算用料需求，结合原辅料库存、各车间领用及申请采购情况，在询价对比后选择合适供应商，负责
各类物料的按时、保质、保量供应；生产部下属各生产车间按照接收到的生产任务单，组织生产员工排班，负责原辅料的限
额领料、现场生产秩序协调，并配合质量控制部对各生产工艺的过程进行检验，同时将生产过程中的各种信息及时、准确地
反馈到相关部门。
同时，公司通过大量配置自动化机器设备，大幅提高了生产线的自动化水平，保证了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三）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1.政策推动因素
目前，我国石化产业主要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科技创新、节能减排取得积极成效。但仍存在产能结构性过剩、自主创新
能力不强、产业布局不合理、安全环保压力加大等问题，制约了石化产业整体转型升级的步伐。
目前，我国化工行业产能总体过剩，精细化水平与欧美国家相比较低。与此相对，我国精细化学品、高端化学品、化工新材
料等产品国内有效供给不足，国内需求主要依赖国际市场。因此，“十三五”期间，随着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国家战略
部署的推进，化工行业及其下游应用行业将迎来一轮新的产业结构升级。
为应对未来包括化工行业在内的产业结构升级，公司主动求变，在扩大公司传统优势产品产能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高附加
值研发项目的产业化，从而确保公司在未来国内外市场竞争中持续保持优势地位。
2.公司自身优势
公司专注顺酐酸酐衍生物和功能中间体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在本行业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掌握了先进的研发技术和生产工
艺，主要产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通过多年的技术创新和市场开拓，本公司的产品在国内外市场已形成了良好的口碑，公司
具有较好的质量、价格、客源及柔性化生产等优势。
（四）所属行业发展情况
公司所属的精细化工行业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行业附加值较高。精细化工产品种类多、附加值高、用途广、产业关联度大，
直接服务于国民经济的诸多行业的各个领域。目前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电子电气行业。
《石油和化学工业“十三五”发展指南》
提出，“十三五”期间，全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年均增长7%左右，到2020年达到18.4万亿元；化工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
明显提高，新经济增长点带动成效显著，产品精细化率有较大提升。
同时，国际技术创新不断涌现，因精细化工产品的用途广、产业关联度大，一项革命性的创新，可为精细化工产品打开全新
应用领域。随着科学技术及其应用的持续创新，国际精细化工行业持续向高端、创新方向转型，国际化工巨头竞争优势逐步
加强。
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电子电气行业中的中高端领域，公司历来注重研发，相继成功研发并生产六氢苯酐、纳迪克酸酐、甲基
六氢苯酐等高附加值产品，OLED中间体高端电子化学品产线已经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同时公司新型树脂材料氢化双酚A
等研发项目已具备产业化条件并建设相关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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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0,253,789.84

635,842,504.56

6.98%

540,919,476.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5,263,462.44

105,619,742.60

37.53%

74,163,122.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6,951,321.91

94,333,433.04

45.18%

68,896,695.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0,210,978.34

67,874,412.98

106.57%

41,999,796.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7

0.42

35.71%

0.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7

0.42

35.71%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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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98%

14.86%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3.12%

15.38%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976,418,044.64

913,519,795.11

6.89%

632,755,332.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65,974,388.62

765,119,592.86

13.18%

512,061,910.3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182,751,157.18

167,558,920.63

161,917,066.05

168,026,645.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068,372.93

42,214,189.93

43,537,447.42

30,443,452.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932,731.06

41,721,403.42

42,197,829.27

25,099,358.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315,221.14

60,758,915.85

36,080,846.41

21,055,99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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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22,783
普通股股东总
数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
20,092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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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奥城实 境内非国有
业有限公司
法人

46.39%

119,243,000

北京芯动能投
境内非国有
资基金（有限合
法人
伙）

2.32%

5,973,120

新余惠龙投资 境内非国有
有限公司
法人

1.95%

5,003,250

财通基金－宁
波银行－湖北
鼎锋长江产业
其他
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1.16%

2,986,560

民权中证国投
创业投资基金 其他
（有限合伙）

1.06%

2,723,680

常庆彬

境内自然人

0.67%

1,717,500

王中锋

境内自然人

0.56%

1,443,00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数量
69,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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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
宝动力组合混 其他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0.54%

1,400,000

全国社保基金
其他
四一三组合

0.51%

1,306,40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新丝
其他
路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0.51%

1,304,500

濮阳市奥城实业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王中锋为本公司股东，王中锋、杨瑞娜为濮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阳市奥城实业有限公司股东，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动的说明
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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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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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告期内总体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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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8,025.3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98%；营业利润16,728.7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2.52%；
利润总额16,671.4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36.3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526.3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7.53%；
基本每股收益0.57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5.71%。
（二）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工作情况
1.研发投入
公司作为高新技术企业，致力于顺酐酸酐衍生物等精细化学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为取得技术领先的市场地位，公司
持续进行大力的研发投入，并取得了一定的研发成果。公司充分利用好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省级有机小分子发光材料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等研发平台，加强与河南省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有限公司、郑州轻工业大学、郑州大学等科研院所、高校的产学
研合作，继续加大研发资金投入，加快新品开发步伐，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公司先后研发了氢化甲基纳迪克酸酐、硼酸类
中间体、芴类衍生物、膦类衍生物、咔唑类衍生物光电材料等产品的工艺技术，取得了良好的成绩。目前，公司已获得授权
专利41项（30项发明专利，11项实用新型专利）。公司先后获得“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河
南省创新龙头企业”等称号，拥有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一项、三等奖两项，河南省专利奖一等奖一项，河南省工业和
信息化科技成果一等奖四项。2018年11月公司获得国家绿色工厂荣誉称号，专利“5-降冰片烯-2，3-二甲酸酐生产方法”获得
第20届中国专利优秀奖。 2019年5月获得河南省科学院科学技术成果一等奖一项，2019年10月获得河南省科学技术发明奖一
项。
2．管理体系
1）生产管理：坚持推行ISO9001、ISO14000、ISO18000、5S现场管理等管理体系，并以二方审核、三方审核为契机，
通过审核要求，带动公司规范管理工作的推进，不断提升企业管理水平，使体系管理融入日常工作。公司制定了年度安全环
保目标计划，层层签订了《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全面实施5S现场管理，严格监督检查。
2）能源管理：公司通过能源管理体系认证，公司建立规范的能源管理体系，有助于公司能源的节约和合理利用，降低
公司生产经营成本，有利于公司经济效益的增长。报告期内通过年度监督审核。
3）知识产权管理：公司通过GB/T29490-2013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报告期内通过年度监督审核。
4）两化融合：报告期内取得了GB/T23001-2017《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 要求》的贯标相关认证。
5）CNAS：公司检测中心通过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认可。
6）SPC系统：公司应用SPC系统，对于异常情况作出及时的响应并加以预防，能更好的指导和控制公司的产品质量，。
3.资本市场方面
1）收购：山东清洋新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位于山东省菏泽市，主要产品有甲基四氢苯酐、甲基六氢苯酐、碳
五混合物、甲四聚合物等。在公司主营业务产品顺酐酸酐衍生物方面，山东清洋具有年产10000吨甲基四氢苯酐和5000吨甲
基六氢苯酐的产能，并且拥有相关专利。公司通过此次收购扩大产能，将进一步增加公司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能力，延伸中、
高档产品线，满足市场持续增长和客户多样化需求，
有助于公司凭借更优的产品性能和较强的成本控制能力争取客户与市场，
提高市场占有率，巩固行业龙头地位。
2）股权激励：为了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及董事会认为应当激励的其他核心人员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经
营者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使各方共同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公司实施了2017年股权激励计划。2019年11月1日分别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
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关于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期解锁的解锁条件（除解除限售期限）已成
就，并根据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办理首次授予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宜。
4.内控制度建设方面：公司继续加强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按照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经营
情况，制订了相关内审工作计划。并通过定期的审核实施，将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与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进行有效沟
通，保证了公司经营活动合法合规、资产安全完整、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的真实准确，提高了经营效率和效果，促进公司发
展战略的实施。
5.防疫工作
疫情爆发后，在政府部门的指导要求下，公司积极落实复工要求，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及时落实防疫物
资储备，实施分批复工, 在疫情期间，凭借本地完善的产业链条，充分发挥园区配套协同效应，保障公司正常经营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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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酐酸酐衍生物

营业收入
460,622,859.47

营业利润
339,456,591.47

毛利率
26.30%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2.82%

-3.13%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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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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
的通知》
财政部分别于2019年4月30日和2019年9月19日 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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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
订。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合并

母公司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
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列示；“应付 款”，“应收票据”上年年末余额40,137,188.10元， “应 账款”，“应收票据”上年年末余额37,401,788.30元，
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 收账款”上年年末余额84,767,126.17元；
“应收账款”上年年末余额80,468,291.53元；
账款”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
款”，“应付票据”上年年末余额0.00元， “应付账款” 账款”，“应付票据”上年年末余额0.00元， “应付账
上年年末余额15,306,746.31元。
款”上年年末余额12,551,768.62元。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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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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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修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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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后的准则规定，对于首次执行日
尚未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之前的确认和计量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应当追溯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
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本公司将因追溯调整产生的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
以按照财会〔2019〕6号和财会〔2019〕16号的规定调整后的上年年末余额为基础，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主要影响如
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合并

母公司

（1）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重分类为“以公允价 其他流动资产：减少128,093,205.48元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128,093,205.48元

其他流动资产：减少128,093,205.48元

（2）将部分“应收款项”重分类至“以公允价值计 应收票据：减少40,137,188.10元
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债务 应收款项融资：增加40,137,188.10元
工具）”

应收票据：减少37,401,788.30元

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128,093,205.48元

应收款项融资：增加37,401,788.30元

以按照财会〔2019〕6号和财会〔2019〕16号的规定调整后的上年年末余额为基础，各项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按照修订
前后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结果对比如下：
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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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金融工具准则
列报项目

新金融工具准则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列报项目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261,328,265.48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40,137,188.10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应收款项融资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84,767,126.17 应收账款
应收款项融资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其他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5,762,648.88 其他应收款

计量类别

261,328,265.48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

40,137,188.10

摊余成本

84,767,126.17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
摊余成本

5,762,648.88

131,361,011.92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
其他流动资产

账面价值

摊余成本

128,093,205.48
3,267,806.44

母公司
原金融工具准则
列报项目

新金融工具准则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列报项目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259,358,692.83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37,401,788.30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应收款项融资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80,468,291.53 应收账款
应收款项融资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其他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8,809,344.01 其他应收款
130,643,179.34 交易性金融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259,358,692.83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

37,401,788.30

摊余成本

80,468,291.53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
摊余成本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
摊余成本

8,809,344.01
128,093,205.48
2,549,97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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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因新设子公司以及收购子公司而增加合并报表范围，详见财务报表附注中相关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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