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143� � � �公司简称：金发科技

第一季度

报告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李建军 董事 工作原因 李南京

陈义 董事 工作原因 宁红涛

齐建国 独立董事 个人原因 章明秋

1.3�公司负责人袁志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奉中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吴健桦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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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92,222,999.19 22,460,490,613.02 1.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180,846,176.02 10,233,399,235.23 -0.5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12,860,013.29 -91,038,439.10 992.8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5,899,249,649.13 5,537,373,729.43 6.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4,897,510.35 185,626,167.25 21.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180,044,516.05 150,484,202.34 19.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2 1.85 增加 0.3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840 0.0683 22.9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840 0.0683 22.9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740,312.45

主要是处理固

定资产损失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

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0,046,527.14

主要是计入本

期损益的政府

补助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

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211,853.0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225,371.0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804.54

少数股东所占

的非经损益

所得税影响额 -7,900,249.00

合计 44,852,994.30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82,73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袁志敏 510,380,393 18.79 55,658,627 质押 510,380,393 境内自然人

熊海涛 216,241,359 7.9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

101,126,159 3.72 101,126,159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宋子明 94,700,000 3.49 0 质押 66,200,000 境内自然人

李南京 90,769,754 3.3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红产业升级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69,249,115 2.55 0 无 0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68,880,813 2.54 0 无 0 其他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

62,112,737 2.29 0 无 0 其他

夏世勇 58,445,196 2.1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56,573,900 2.08 0 无 0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袁志敏 454,721,766 人民币普通股 454,721,766

熊海涛 216,241,359 人民币普通股 216,241,359

宋子明 94,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4,700,000

李南京 90,769,754 人民币普通股 90,769,75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产业升级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9,249,115 人民币普通股 69,249,115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68,880,813 人民币普通股 68,880,813

夏世勇 58,445,196 人民币普通股 58,445,19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6,573,900 人民币普通股 56,573,900

熊玲瑶 45,000,200 人民币普通股 45,000,2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睿丰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41,462,333 人民币普通股 41,462,33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熊海涛女士与熊玲瑶女士系姑侄关系。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

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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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报表项目变动说明

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额

增减比例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049,660,676.06 1,528,250,664.37 521,410,011.69 34.12

主要是因为公司货款回笼

及备付投资款增加。

预付款项 451,746,995.71 342,500,040.79 109,246,954.92 31.90

主要是因为公司材料采购

预付货款支付增加。

其他应收款 598,924,541.96 368,492,828.14 230,431,713.82 62.53

主要是因为公司支付海越

能源尚未交割的分期投资

款增加。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 66,647,000.00 -66,647,000.00 -100

公司自 2019年 1 月 1 日

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将原记入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股权投资，分类为“按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 ，报表列报项目为“其

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

其他非流动金融

资产

51,645,784.05 - 51,645,784.05 100

在建工程 590,594,416.27 445,240,492.99 145,353,923.28 32.65

主要是因为子公司广东金

发三期工程、江苏金发二

期工程及珠海万通聚酯工

程建设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58,125,159.85 180,021,347.22 -121,896,187.37 -67.71

主要是因为公司计提

2018年员工年终奖金在

本期支出所致。

应交税费 90,005,231.95 67,066,189.91 22,939,042.04 34.20

主要是因为公司销售业绩

增加，应交增值税额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1,292,304,338.33 297,549,437.12 994,754,901.21 334.32

主要是因为公司 10亿中

期票据将于 2020年 3 月

到期进行重分类。

应付债券 998,308,732.28 1,997,583,903.21 -999,275,170.93 -50.02

主要是因为公司 10亿中

期票据将于 2020年 3 月

到期进行重分类。

库存股 312,360,925.32 41,725,885.36 270,635,039.96 648.60

主要是因为公司进行股票

回购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 -4,230,367.79 3,128,175.65 -7,358,543.44 -235.23

主要是因为汇兑变动合并

境外子公司报表所致。

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额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资产减值损失 15,315,592.71 554,404.35 14,761,188.36 2662.53

主要是本期公司其他应收

款项计提坏账准备增加。

其他收益 50,002,396.88 37,560,472.52 12,441,924.36 33.13

主要是本期公司收到的研

发费用后补助等政府补助

增加。

投资收益 1,211,853.04 -281,926.26 1,493,779.30 529.85

主要是本期公司期货交易

收益增加；

资产处置收益 -707,134.55 -355,077.77 -352,056.78 -99.15

主要是本期公司固定资产

处置损失增加。

营业外收入 3,467,084.43 5,483,894.97 -2,016,810.54 -36.78

主要是本期公司罚款及返

还款项减少。

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额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12,860,013.29 -91,038,439.10 903,898,452.39 992.88

主要是公司加强货款的账

龄管理，货款回笼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44,172,798.97 440,246,145.66 -296,073,346.69 -67.25

主要是本期公司回购股票

款项支付增加。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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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袁志敏

日期 2019年 4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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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 李建军 工作原因 李南京

董事 陈义 工作原因 宁红涛

独立董事 齐建国 个人原因 章明秋

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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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向 2018年利润分配实施公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可参与分配的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

币 1.00元（含税），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具体实施分配方案时，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金额根据股权登记日实际的股份回购情况确定。 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此预案尚需

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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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发科技 600143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宁凯军 曹思颖

办公地址 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科丰路 33 号 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科丰路 33 号

电话 020-66818881 020-66818881

电子信箱 kjning@kingfa.com caosiying@kingfa.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金发科技的主营业务为化工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改性塑料、完全生物降解塑料、

高性能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特种工程塑料和环保高性能再生塑料等五大类，广泛应用于汽车、家用电器、现

代农业、轨道交通、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通讯、电子电气和建筑装饰等行业，并与众多国内外知名企

业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目前，公司是全球化工新材料行业产品种类最为齐全的企业之一，其中在改性塑料板块，公司是亚太地

区规模最大、产品种类最为齐全的改性塑料生产企业。在完全生物降解塑料、特种工程塑料和热塑性复合材

料板块，公司研发技术及产品质量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市场占有率快速增长。公司逐步实现从改性塑料到

化工新材料的升级，从功能材料向结构材料的拓展，产品结构不断向产业高端和高附加值方向延伸。

（二）经营模式

采购模式：公司生产所需的原料包括合成树脂、填料和添加剂等，其中合成树脂和填料为大宗原料，通

过与行业领先供应商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大力推进原材料国产化，综合运用集中采购、远期合同采购和全球

采购等多种采购模式，实现了原料的稳定供应及低成本采购。

生产模式：从产业链的角度看，金发科技位于大型石化企业与生产最终产品的制造企业之间，产品主要

为具有特定用途和性能的非标准化产品。 因此，本行业生产模式主要为“以销定产” 方式，即由客户提出产

品性能和功能要求，公司根据客户要求组织产品研发、生产、检验并交付。

销售模式：由于化工新材料特别是改性塑料种类繁多，不同产品的性能差异较大，对产品的选择和加工

需要具备较强的专业知识，因此，公司在销售产品的同时还需要对下游客户提供全面的技术支持服务，这一

业务特点决定了本公司以直接面向客户的直销模式为主的销售模式。

（三）行业基本情况

公司主要产品分为改性塑料、完全生物降解塑料、特种工程塑料、高性能碳纤维及复合材料和环保高性

能再生塑料五大类。

1、改性塑料

改性塑料是通过增强、增韧、填充和共混等物理、化学或机械方法对树脂进行加工或改造，以提高树脂

在阻燃性、耐老化、力学性能以及电、磁、光、热等方面的特性，以获得具有特定性能的塑料制品。在通用塑料

工程化、工程塑料高性能化基础上，改性塑料的生产过程也引入了纳米技术、凝聚态物理、节能环保等前沿

科学，使得塑料制品的应用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增加。

我国改性塑料的发展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伴随着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以塑代钢” 、“以塑代木”

的不断推进，改性塑料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改性设备、改性技术不断成熟，改性塑料工业体系也逐步完善，

目前已成为全国塑料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统计， 我国改性塑料产量由 2010 年的 705 万吨增长到 2017

年的 1676万吨，改性化率也由 16%增长至 20%，预计 2018年可增长到 22%.

2018年，国内主要生产企业产能扩充有限。国内改性塑料企业大部分处于模仿阶段，而自身的创新跟不

上，同质化竞争比较激烈，产品多处于中低端市场，盈利能力大打折扣。 从产能上看，国内企业占 73%左右，

国外或合资企业占比约为 27%，但从市场占有率情况来看，国内企业市场占有率仅为 30%，而国外企业市场

占有率高达 70%.

2、完全生物降解塑料

随着全球对改善环境的诉求越来越强烈，针对一次性塑料制品污染问题，各国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不断

完善“禁塑” 法律法规。使用完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被认为是根治一次性塑料制品“白色污染” 的最有效解

决方案。其中购物袋、果蔬袋、厨余垃圾袋、硬包装、一次性餐具和农用地膜等是完全生物降解塑料主要的应

用领域。

有“禁塑” 立法的欧洲国家，如意大利、法国、荷兰、德国等，是完全生物降解产品的主要消费区。其他国

家尽管还没有相关立法，但民众环保意识好，消费水平高，国家层面推动厨余垃圾进行工业堆肥处理，产生

了持续的市场需求。东南亚以印度为代表，国家层面推动禁塑立法，市民已经开始使用生物降解购物袋及食

品包装袋，需求增长迅速。

近年来，随着国际上全面禁塑的国家逐年增加，国内禁塑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国内部分环保意识强的高

端超市，已率先全面使用完全生物降解购物袋，使用量呈现逐年增长的良好势头。电商行业使用生物降解材

料替代传统塑料包装的努力已初见成效，有力地推动了国内完全生物降解塑料行业的发展。

吉林省已实施禁塑三年，形成了较大规模的稳定市场，实现了从原材料到终端市场完整产业链的良性

发展，带动效应十分明显；海南省已着手禁塑的前期准备，2019年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分产品、有步骤地推动

禁塑，到 2025年全面禁塑。 可以预期省级局部禁塑将逐年增多，完全生物降解包装材料的市场前景十分广

阔。

2018年第一个生物降解农用地面覆盖薄膜国家标准颁布，并于 2018年 7月 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作为农业十大重点引领技术的完全生物降解地膜在全国重点推广，完全生物降解地膜成为根治农田白色污

染的首选材料，已在水稻、烟草、马铃薯和玉米等农作物上大面积使用，是未来生物降解材料的又一个增量

市场。

3、特种工程塑料

特种工程塑料是指长期使用温度在 150℃以上、综合性能优异的结构型聚合物材料，处于塑料工业的金

字塔尖，主要包括聚苯硫醚（PPS）、热致液晶聚合物（LCP）、半芳香族聚酰胺（PA10T、PA6T、PA9T）、聚砜

（PSU）、聚亚苯基砜（PPSU）、聚醚砜（PES）、聚醚醚酮（PEEK）和聚酰亚胺（PI）等。特种工程塑料具有耐

高温、高强度、耐疲劳、抗蠕变和耐化学品等特殊性能，且大多自阻燃，主要用来满足航空航天和军工等领域

的一些特殊需求。目前，特种工程塑料应用已快速扩展到汽车、电子电气、家电、厨卫、交通运输、医疗器械和

机械制造等领域，在高新技术产业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经过近十多年的发展，虽然我国已经产业化了

几个特种工程塑料品种，如 PPS、TLCP 和 PA10T、PA6T 等，但仍然存在装置规模较小、生产技术落后以及

产品精细化和高端化程度不够等问题，而且长期大量依赖进口，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带来诸多不利

影响。

2018 年，全球特种工程塑料的总需求量约为 58 万吨。 近年来，国内汽车、家电、消费电子、低压电器、

LED照明和显示、厨卫以及电动工具等民用领域对特种工程塑料的需求持续增长。 2018年国内特种工程塑

料使用量超过了 10.5万吨，其中汽车零部件应用量约 2.8 万吨，电子元器件应用量约 2.5 万吨，LED 照明及

显示应用量约 1万吨，低压电器部件应用量约 0.6万吨，家电应用量约 0.5 万吨，厨卫部件应用量约 1 万吨，

声学部件应用量约 0.5万吨，在其它应用领域合计超过 1.5万吨。 但从材料供应端看，国内仅有几个企业小

规模地商品化了特种工程塑料，实际总产量不超过 2万吨。

在通信领域，随着无线网络从 4G 走向 5G，频率不断提升，2020 年后 5G 通信频率将高达 60GHz，对各

种电子零部件性能及其稳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主要体现在材料需要具有更低的介电常数和介电损耗。

与传统基材 PI相比，LCP的介电常数和损耗因子与 PI基本相当，但其吸湿性更低，介电常数和介电损耗随

着频率的变化波动非常小，高频信号传输稳定性很好，因此脱颖而出，近年来在 5G 通信领域的天线和连接

器等应用上得到快速推广，即将成为 5G天线主流材料，有望发展成为万吨级市场规模。

4、高性能碳纤维及复合材料

热塑性树脂基复合材料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发展起来的一类复合材料， 所用树脂基体包含聚丙

烯、聚乙烯、聚酰胺和聚碳酸酯等热塑性树脂，所用纤维包含碳纤维、玻璃纤维和芳纶纤维等增强纤维。

热塑性复合材料由于具有成本相对较低、成型加工容易、抗冲击性能好和可回收利用等特点，可以替代

压铸件、金属组装件和传统塑料等材料，在航空航天、国防科技、交通运输和电子电气行业得到广泛应用。在

欧美市场，热塑性复合材料占到纤维复合材料总量的 50%-60%；在国内市场，热塑性复合材料占比仍不足

30%.�纤维复合材料工业“十三五” 发展规划中已提出明确目标：到 2020 年，我国热塑性复合材料产量占比

必须超过 50%.

近年来，由于轻量化和节能的要求，热塑性复合材料在汽车领域的应用量增长显著，与轻金属（铝、

镁）、高强钢共同成为汽车轻量化整体解决方案，替代原有的纯金属材料应用于车辆结构件及半结构件的

情况越来越多。2018年，热塑性复合材料在汽车中的门基板、座椅骨架和防撞梁等零部件上的应用得到了行

业认同。 预计到 2020年，热塑性复合材料在汽车行业的应用将更加广泛，某些车型热塑性复合材料的使用

量将超过 20公斤。

全球市场洞察公司（Global� Market� Insights，Inc.）的研究报告显示，全球汽车复合材料市场总值到 2024

年将达到 240亿美元。 由于严格的环保法规，欧洲和北美的大部分原始设备制造商都大幅减轻车重。 此外，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与美国环境保护局（EPA）联合启动了一项全国性的大幅度减少

重型车辆碳排放和提高燃料效率的方案。 虽然 2018年国内汽车市场疲态收缩，但这些举措将对扩大汽车复

合材料的市场规模起着积极的作用。

碳纤维复合材料广泛应用于工业级无人机，其中主要是植保无人机。由于无人机行业监管趋严，消费无

人机市场遇冷。 随着消费无人机开始进入存量市场竞争阶段，原本不受关注的工业级无人机市场开始进入

了各大厂商的视野。据统计，2018年我国植保无人机保有量突破 3万架，作业面积达 2.67亿亩次。农户对飞

防植保的接受程度已有很大提高。 但面对国内近 18 亿亩的耕地植保市场，飞防植保占比仍不足 5%.�与日

本、韩国的 50%左右相比，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如果无人机植保渗透率达到 30%时，预计年整机市场为 60-90

亿元，服务市场为 180亿元。

5、环保高性能再生塑料

自塑料产品发明应用以来，全球已累计生产近 87亿吨塑料，其中约 66 亿吨塑料被废弃，在被废弃的塑

料中，89%被填埋和焚烧，仅仅 9%被回收利用，其余大部分被随意丢弃或排入海洋，严重污染了全球环境。废

弃塑料带来的环境问题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在全球范围内刮起了新塑料经济环保风，陶氏、北欧化工、

英力士、SABIC、伊士曼和科思创等化工巨头纷纷宣布进军再生塑料环保产业，进行再生塑料的技术开发和

市场推广。与此同时，下游应用企业也逐步开始使用环保再生塑料，如可口可乐、欧莱雅、联合利华等开始在

自己的产品中应用再生塑料。废旧塑料的处理已从过往的填埋、焚烧、丢弃正逐步向物理改性再利用和化学

解聚再聚合两大环保回收方向发展，再生塑料行业正迈向高速度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最佳时期。

再生塑料行业的发展变化促使塑料回收企业由低质量、高能耗向高质量、低能耗、多品种和高技术的方

向发展。 再生塑料企业注重技术革新、产业结构调整，同时也越来越关注知识产权的保护，重视专利技术的

研发和标准的制定，提升企业在的市场竞争能力和生存能力。 通过市场机制的不断规范，再生塑料的回收、

加工、交易和再利用逐渐由劳动密集型、应用随意型、产业松散型向技术密集型、应用规范型、产业规模化方

向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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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60,490,613.02 20,750,139,542.46 8.24 20,258,838,052.75

营业收入 25,316,620,559.18 23,137,377,932.87 9.42 17,990,850,566.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624,044,121.75 547,938,642.14 13.89 737,288,242.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30,815,988.37 295,477,263.29 11.96 579,069,012.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0,233,399,235.23 9,924,900,141.95 3.11 9,650,983,592.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90,337,855.61 211,789,968.92 84.30 781,016,244.78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2297 0.2017 13.88 0.2880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2297 0.2017 13.88 0.288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6.19 5.61 增加 0.58个百分点 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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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37,373,729.43 6,420,332,279.78 6,591,604,269.96 6,767,310,280.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85,626,167.25 165,094,243.80 303,565,640.58 -30,241,929.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150,484,202.34 126,321,528.03 137,742,253.09 -83,731,995.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91,038,439.10 669,275,412.84 -214,741,965.46 26,842,84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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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7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2,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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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志敏 0 510,380,393 18.79 55,658,627 质押 510,380,393

境内

自然

人

熊海涛 0 216,241,359 7.96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度员工持股计划

0 101,126,159 3.72 101,126,159 无 0 其他

宋子明 -22,614,400 94,700,000 3.49 0 质押 66,200,000

境内

自然

人

李南京 0 90,769,754 3.34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东方红产业升级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2,519,471 69,249,115 2.55 0 无 0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0,688,564 68,880,813 2.54 0 无 0 其他

夏世勇 -418,300 58,445,196 2.15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0 56,573,900 2.08 0 无 0 未知

熊玲瑶 0 45,000,200 1.66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熊海涛女士与熊玲瑶女士系姑侄关系。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

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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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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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还本付息

方式

交易场所

金发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

发行 2016

年公司债

券 （第一

期）

16金发 01 136783 2016-10-21 2021-10-21 1,000,000,000 3.10

按年付息、

到 期一次

还本

上海证券

交易所

5.2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不适用

2018年 10月 22日，公司按时足额完成“16金发 01” 的利息兑付。

5.3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016 年 10 月，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 ）对公司和公司拟公开发行的“金发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年公司债券” 的信用状况进行了综合分析，确认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评级展望稳定；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2017 年，中诚信对本公司发行的“16 金发 01” 债券的信用状况进行了跟踪分析，于 2017 年 6 月 21 日

出具了《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2017）》，维持公司 AA+ 的主体

信用等级以及 AA+的“16金发 01” 债券信用等级，并于 2017年 6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报告期内，中诚信对本公司发行的“16金发 01” 债券的信用状况进行了跟踪分析，于 2018年 6月 22日

出具了《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2018）》，维持公司 AA+ 的主体

信用等级以及 AA+的“16金发 01” 债券信用等级，并于 2018年 7月 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5.4公司近 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18年 2017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53.91 51.58 4.52

EBITDA全部债务比 0.20 0.24 -16.67

利息保障倍数 2.71 2.80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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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营业收入 253.17 亿元，同比增长 9.42%，实现营业利润 6.88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6.24亿元，基本每股收益为 0.2297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6.19%.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为 3.90 亿元，公司资产总额为 224.60 亿元，负债总额为 121.07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总

计 102.33亿元，资产负债率（母公司数据）为 5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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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2018年 6月 15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8）15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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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 合并列示为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应付票据” 和“应付账款” 合并列

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应收利息” 和“应收股利” 并

入“其他应收款” 列示；“应付利息” 和“应付股利” 并入“其

他应付款”列示；“固定资产清理”并入“固定资产” 列示；“工

程物资”并入“在建工程” 列示；“专项应付款” 并入“长期应

付款”列示。 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本期

金额 5,699,429,358.12 元，上期金额 5,598,363,025.46元；

“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

本期金额 2,013,351,274.24 元，上期金额 2,837,101,040.39元；

调增 “其他应收款” 本期金额 1,202,356.16 元， 上期金额 1,562,

963.75元；

调增“其他应付款” 本期金额 61,982,038.56 元，上期金额 51,966,

666.62 元；

（2）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将原“管理费用” 中的

研发费用重分类至“研发费用” 单独列示；在利润表中财务费

用项下新增“其中：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项目。 比较数据

相应调整。

调减 “管理费用” 本期金额 1,014,176,545.96 元， 上期金额 938,175,

915.71 元，重分类至“研发费用” 。

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公司重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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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上海金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绿可建材有限公司

四川金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成都金发科技新材料有限公司

香港金发发展有限公司 珠海金发大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天津金发新材料有限公司 珠海万通化工有限公司

广州金发碳纤维新材料发展有限公司 LESCO�Technology�PteLtd

广州金发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Kingfa�Science�&�Technology�(India)�Limited

江苏金发科技新材料有限公司 武汉金发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金发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金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金发溯源新材料发展有限公司 武汉金发科技企业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广州金发绿可木塑科技有限公司 清远诚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金发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清远金胜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昆山金发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清远美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德美化工材料有限公司 广州萝岗金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金玺实验室有限公司 连云港金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万通特种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KingFa�Sci.�&�Tech.�Australia�Pty�Ltd

Kingfa�Science�&�Technology�(USA)�,�INC Kingfa�Sci.�and�Tech.�(Thailand)�CO.,LTD

KINGFA�SCI.�&�TECH�.�(Europe)�GmbH 成都金发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金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金发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惠州新大都合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阳江金发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金发大商（珠海）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国高材高分子材料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KINGFA�SCI.�&TECH�.(MALAYSIA)SDN.BHD. 宁波万华石化投资有限公司

宁波银商投资有限公司 珠海万通聚合物有限公司

广州金塑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广东韶关金发科技有限公司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和“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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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2019 年 4

月 8 日以电子邮件和短信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9 年 4 月 19 日在行政楼 101 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11人，实到董事 8人，其中董事李建军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委托董事李南京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

表决权；董事陈义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委托董事宁红涛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独立董事齐

建国先生因个人原因未能亲自出席，委托独立董事章明秋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由董事长袁志敏先生主持。 会议召集及召开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和《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

则（2015年修订）》的有关规定。 经出席会议董事审议并表决，一致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11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此项议案尚须提交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2018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11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三、听取《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非表决事项）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

四、听取《2018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报告》（非表决事项）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报告》 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五、审议通过《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11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此项议案尚须提交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及《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的全

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六、审议通过《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11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此项议案尚须提交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11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此项议案尚须提交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八、审议通过《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一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

分红指引》及《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2017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坚持股东回报理念和分红政策的

连续稳定，公司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公司拟向 2018年利润分配实施公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可参与分配的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

币 1.00元（含税），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具体实施分配方案时，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金额根据股权登记日实际的股份回购情况确定。 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公司独立董事对以上利润分配预案发表独立意见，明确表示同意。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11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此项议案尚须提交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11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

十、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明确表示同意。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11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 2019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拟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决定其报酬事宜。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独立意见，明确表示同意。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11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此项议案尚须提交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为下属子公司各类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明确表示同意。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11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此项议案尚须提交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下属子公司各类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十三、审议通过《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11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预计的议案》

在本次会议召开前，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在董

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明确表示同意。 关联董事袁志敏、熊海涛、李南

京、李建军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预计的

公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 2019年度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各项业务顺利进行，满足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 2019 年度拟

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 260亿元人民币经营性综合授信额度。 在综合授信额度内办理包括但不

限于流动资金贷款、中长期借款，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保函、信用证等有关业务。 公司董事会提请

股东大会根据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等单一主体的授信金额进行如下授权：

1、如单一主体向银行申请的授信金额不超过 20亿元人民币（含），授权董事长决定并签署与银行融资

有关的协议。

2、如单一主体向银行申请的授信金额超过 20亿元人民币，授权董事会审议并出具决议，决议包括授信

银行、授信额度、授信条件、授信期限等，并授权董事长在上述授信额度内代表公司办理相关业务，并签署有

关法律文件。

上述授信额度不等同公司实际融资金额， 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资金需求来确定，在

授信额度内以各银行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

授权期限自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的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11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此项议案尚须提交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11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关于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等具体事宜，请见公司另行发出的关于召开公司 2018 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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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9 年 4

月 8日以电子邮件和短信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9 年 4 月 19 日在公司行政楼 101 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

出席监事 5人，实际出席 5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叶南飚先生主持。 会议召集及召开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及《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2015 年修订）》的有关

规定。 经出席会议监事审议并表决，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二、审议通过《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全体监事一致确认：

（1）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

下简称《证券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号一一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等法律、法规以及《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2017 年修订）》（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和公司内部

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真实反映公司 2018年度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

（3）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允地反映了公司

2018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4）公司参与年报及其摘要编制和审议的人员能严格遵守相关保密规定。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三、审议通过《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四、审议通过《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五、审议通过《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六、审议通过《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监事会认为：公司依照财政部相关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

影响。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八、审议通过《关于聘任 2019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为下属子公司各类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十、审议通过《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及其摘要

全体监事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3号一一季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定的要求以及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

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够从多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公司 2019 年 3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及 2019 年第一季度的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3）未发现参与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4）公司董事会编制《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的相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上述第一、二、三、四、五、八、九项议案尚需经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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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 ）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发科技” 或“公司” ）将 2018 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1498号文件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向社会公

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5,000.00万股，发行价格 12.63元 /股。截至 2012年 2月 14日止，公

司实际已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5,000.00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3,157,500,000.00 元，

扣除承销费和保荐费 195,054,750.00元后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2,962,445,250.00元。 已由广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于 2012年 2月 20日存入公司开立在渤海银行广州分行账号为 2000200358001691 的人民币账户；减除

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5,640,000.00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956,805,250.00 元。 上述募集资

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2]第 310040 号” 验

资报告。

公司以前年度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280,504.33 万元，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 2,759.17 万元，用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 17,998.21万元，截至 2018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283,263.50 万元，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余额为 25.70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制定了《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

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项目实施管理及使用情况的监督等方面做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 公司在渤海银行广州分行营业部等 21 家银行机构分别开立了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募集资金存入专用账户管理。公司和广发证券分别与渤海银行广州分行营业部等 21家银行机

构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等。该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

大差异。 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款专用，协议各方均按照监管协议的规定履行了相关职责。

2014年，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加强统一集中管理，减少管理幅度和成本，公司决定注销部分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注销后，公司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由原来的 21 个减少为 7 个；注销的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资金余额转入存续的 7个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 保荐机构与注销账户对应的 14 家银行机构签署的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同时终止。 详见公司临 2014-024号公告。

2014年 11月 13日，公司召开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本次募投项目中的“年产 80 万吨环保高性能汽

车用塑料生产建设项目（广州 20万吨）” 部分产能的实施主体由金发科技变更为武汉金发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武汉金发” ），实施地点由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变更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年产

15万吨再生塑料高性能化技术改造项目” 部分产能的实施主体由金发科技变更为广东金发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东金发” ），实施地点由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变更为清远市清城区石角镇内。 为进

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2015 年 10 月 14 日，广东金发分别与金发科技、保荐

机构和中国工商银行清远新城支行就募集资金的监管，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2015 年

10月 19日，武汉金发分别与金发科技、保荐机构及中国银行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就募集资金的监管，

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2016 年 5 月 23 日，公司召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本次募投项目“年产 80 万吨环保高性能汽车用塑料生产建设项目（昆山 30 万

吨）” 部分产能的实施主体由江苏金发科技新材料有限公司变更为成都金发科技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成都金发” ），实施地点由江苏省昆山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变更为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西南航空港经

济开发区工业集中区内。 2016年 8月 16日，成都金发分别与金发科技、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

及保荐机构就募集资金的监管，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2017 年 8 月 29 日，公司发布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73），公司

1498号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四个项目“年产 80万吨环保高性能汽车用塑料生产建设项目”（转移至成

都投资的部分除外）、“年产 10万吨新型免喷涂高光 ABS生产建设项目” 、“年产 8万吨高强度尼龙生产建

设项目” 和“年产 15万吨再生塑料高性能化技术改造项目”（转移至清远投资的部分除外），已按相关规定

和投资计划投入使用完毕，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注销相关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部分产能转移至成都的“年产 80 万吨环保高性能汽车用塑料生产建设项目

（昆山 30万吨）” ，已按相关规定和投资计划投入使用完毕，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

注销相关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各募集资金账户结余情况如下：

银行名称 账号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单

位：元）

中国工商银行广州第三支行 3602028929200646785 52,169.45

中国银行广州白云支行 634058426399 37,656.56

中信银行天津河东支行 7232710182600024915 428.23

中国工商银行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1102023529005458790 135,477.20

中国工商银行清远新城支行 2018020629200238937 23,472.07

中国银行双流公兴支行 125293472848 7,832.70

合计 - 257,036.21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 使用募集资金，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累计投入 283,263.50 万元（包括用于置换前期投入自有资金 42,680.05 万元）。

其中，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 2,759.17 万元，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17,998.21 万元，具体情况详见附

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增发招股

说明书》有关说明，公司 2012年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42,680.05万元。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18年 10月 19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

2.03亿元，使用期限为自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12个月内。 公司承诺：本次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

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后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加快

时，公司将及时、足额地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不影响募集资金的正常使用，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

正常进行。 详见公司于 2018年 10月 23日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52）。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用募集资金实际补充流动资金 17,998.21万元。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用于相关理财产品投资的情况。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的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已结项的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将按照相关规定继续投入承诺投资的“年产 10万吨环保高性能

聚碳酸酯及其合金生产建设项目” 和部分产能转移至清远的“年产 15 万吨再生塑料高性能化技术改造项

目” 使用。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募投项目未发生变更。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均符合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要求，已使用的募集资金均投向所承

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重大情形。

六、保荐人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2018年度，金发科技严格执行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有效地执行了三方监

管协议，已披露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情况。

七、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已经公司董事会于 2019年 4月 19日批准报出。

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12月 单位：万元

未结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总额 55,246.76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759.1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9,130.3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

(4)＝

(2)/(1)

项目

达到

预定

可使

用状

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年产 10万吨环保高性能聚碳

酸酯及其合金生产建设项目

39,817.11 39,817.11 39,817.11 2,228.87 24,007.40 15,809.71 60.29% 3,403.07 否 否

年产 15万吨再生

塑料高性能化技术

改造项目

清远 15,429.65 15,429.65 15,429.65 530.30 15,122.94 306.08 98.01%

2019

年 9

月

281.61 否 否

合计 55,246.76 55,246.76 55,246.76 2,759.17 39,130.34 16,115.79 3,684.68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募集资金管理，积极开展各募投项目建设工作，募投

项目效益逐步释放。 目前公司募投项目技术方案可行，但因近几年国内

外经济增速放缓，市场需求萎靡，为有效控制风险，公司主动放缓募投项

目建设进度。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2年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前期投入 42,680.05万元（包含已经结项的募投

项目）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截至 2018年 12 月 31 日使用闲置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为 17,998.21 万元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节余募集资金为已结项的部分募投项目所剩余的资金，将按相关规定投

入其他未结项的项目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 1：“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 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 2：“本年度实现的效益” 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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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2017年， 财政部发布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一一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一一套期会计》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一一金融工具列

报》（上述四项准则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本次会计政策修订涉及的项目主要包括：对新金融工具

准则所规定的金融资产的分类、计量及列报。

公司将于 2019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自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起按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

进行会计报表披露。

二、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1、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

据，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

融资产” 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三类；

2、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 修改为“预期损失法” ，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

用损失情况，从而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3、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

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4、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5、 套期会计准则更加强调套期会计与企业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机结合， 更好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

动。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中衔接规定相关要求，公司不对比较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执行上述新准则不

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三、独立董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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