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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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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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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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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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发现金红利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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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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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信新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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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717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束珺

陈红

办公地址

新沂市大桥东路 189 号

新沂市大桥东路 18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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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0516-88682389

0516-88682389

电话

0516-81639999

0516-81639999

电子信箱

huaxin@huaxinchina.cc

huaxin@huaxinchina.cc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一家国内领先的功能性塑料膜片材料提供商，专业从事功能性塑料膜片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主要为国内外智能卡生产企业及单位提供定制化的智能卡基材。目前，公司主要生产PVC、PETG、ABS、
PHA等四大系列20多种智能卡基材产品及生物环保新材料，涵盖智能卡生产的主要卡基材料种类，产品应
用于金融、交通、医疗、电子信息、社会保障、安全保障、装饰、包装等领域。
公司主要经营模式:以销定产，按需生产。由于下游客户因智能卡产品的需求不同而对功能性膜片的
材料、性能、颜色、规格等有不同的需求，因此，订单中客户的个性化定制产品较多，对企业快速应对客
户需求的研发能力和快速满足订单需求的生产组织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具备较高技术研发水平，能
够生产市场需求高、加工难度大、质量稳定的产品的企业将获得更高的竞争优势和价格优势，从而具备更
好的盈利能力。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良好，整体经营环境、经营模式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
大事项等方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的规定，公司所处行业属于“制造
业（C）”大类下的“橡胶和塑料制品行业”（C29），具体细分为功能性塑料膜片材料制造行业。功能性塑
料膜片材料是发展我国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能源技术等高新技术的重要基础材料，随着加工技术、设备、
配方等的不断改进，未来功能性塑料膜片材料将向轻量化、功能化、环保化三个方向发展。公司主营业务
为功能性塑料膜片材料，公司将立足于智能卡基材领域，大力发展环保型、生物降解卡基和环保新材料，
在巩固目前市场地位的基础上，满足不断发展的功能性塑料膜片市场的需求。
公司所处行业下游为智能卡生产企业，涉及国民经济多个行业领域，尤其发卡量巨大的身份证、银行
卡、社保卡、交通卡等领域，基本不受经济周期影响，因此公司所处行业没有明显的周期性。
公司主要生产PVC、PETG、ABS、PHA等四大系列20多种智能卡基材产品，为功能性塑料膜片材料中的
中高端产品，对于设备性能、技术创新、生产工艺、原料配方等方面要求较高。公司在前述方面具有竞争
优势，产品性能和质量得到客户的广泛认可，行业地位突出，目前已发展为国内中高档智能卡基材行业生
产规模最大、产品档次最高、品种系列最全的企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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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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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营业收入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283,838,781.23

227,823,367.15

24.59%

239,538,700.95

43,088,816.17

42,191,815.64

2.13%

42,278,761.62

38,169,487.73

39,641,614.92

-3.71%

41,961,286.62

38,021,019.10

54,696,917.87

-30.49%

48,979,857.7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7

0.88

-1.14%

0.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7

0.88

-1.14%

0.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33%

17.12%

-2.79%

19.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563,404,388.94

371,074,241.69

51.83%

321,217,452.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05,637,560.94

262,542,568.66

92.59%

240,510,753.0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5,796,036.57

64,481,462.81

61,776,836.54

91,784,445.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002,329.89

13,352,289.70

9,521,331.30

10,212,865.28

9,993,455.89

8,958,010.94

9,359,661.30

9,858,359.60

-10,516,647.43

38,064,044.87

-2,412,021.86

12,885,643.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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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14,533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11,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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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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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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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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华智工贸实业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1.00%

32,640,000

32,640,000

苏州国发智富创业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9.00%

5,760,000

5,760,000

徐州华诚资产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6.30%

4,032,000

4,032,000

北京同创共享创业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5%

2,400,000

2,400,000

盐城市中科盐发创业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1%

1,476,960

1,476,960

常熟市中科虞山创业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4%

923,040

923,040

李振斌

境内自然人

1.20%

768,000

768,000

黄国深

境外自然人

0.37%

238,000

0

陈渝

境内自然人

0.16%

105,500

0

李娜

境内自然人

0.13%

80,700

0

1、公司的控股股东是江苏华智工贸实业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是
李振斌，徐州华诚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是
李明澈，李振斌与李明澈系父子关系。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李
振斌先生直接持有华信新材 1.2 %股份，间接持有华信新材 29.4984%股
份，李明澈先生间接持有华信新材 1.5%股份。因此，李振斌、李明澈
父子二人直接和间接控制华信新材 32.1984%股份；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2、盐城市中科盐发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与常熟市中科虞山
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中科招商投资管理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832168），实际控制人为单祥双。盐城市
中科盐发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华信新材 2.31%股份，常熟市
中科虞山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华信新材 1.44%股份。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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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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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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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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1）概述
公司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国家金卡工程配套企业，公安部指定的全国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全套材料
生产企业，专业从事功能性塑料膜片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主要生产的智能卡基材产品及生物环保新材料，涵盖智能卡生产的主要卡基材料种类，产品应用于金融、
交通、医疗、电子信息、社会保障、安全保障、装饰、包装等领域。经过十多年的行业探索和对高分子新
材料生产工艺、配方的不断研发优化，公司目前已发展为国内中高档智能卡基材行业生产规模最大、产品
档次最高、品种系列最全的企业之一。
（2）2017年公司经营情况
2017年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及主要原材料价格上涨等不利因素，公司全体员工紧紧围绕公司发展战略
和经营目标，迎难而上，积极应对，充分发挥公司技术创新和新产品研发等优势，为客户提供更多更适合
的产品和服务，经营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7年的主要经营业绩（合并报表口径）为：营业
总收入283,838,781.23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4.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3,088,816.17元，比
去年同期增长2.13%。营业总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加强国内外市场开拓力度，销售规模不断扩大，
订单持续增长所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2.13%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在销售收入增加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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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材料价格同比上涨、新建生产线新增产能未完全释放使成本上升以及汇兑损失增加等，使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未能与营业总收入同比例增长。
（3）公司主要工作
① 市场开拓取得较好成绩
2017年为我国“十年有效期”第二代居民身份证集中到期换发的第三年，身份证专用材料的刚性需求
仍然较大。同时，往来港澳通行证“证件卡片化”及非身份证PETG材料采购量的增加，使得国内PETG材料
销量同比增幅较大。公司在巩固现有国内外市场的基础上继续扩大国内高端客户市场和国外市场。积极参
加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型展览会，提高公司在国际市场知名度，充分利用与国际跨国制卡公司的合作关系，
努力扩大国外市场规模，报告期内公司国际市场销量同比增幅较大，取得较好的成绩，产品出口至德国、
乌克兰、俄罗斯、土耳其、印度、巴西、西班牙等多个国家。
② 新产品研发、技术创新取得新突破
公司积极进行新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工作，加大研发投入，根据市场需求不断研发新产品，并对未来
市场的需求进行相关技术储备。报告期内公司先后研发出彩色基片并形成系列产品;个性化打印与普通胶
印二合一涂层的研发，使得公共信息与个人信息可以在一张材料上得以实现，这种材料已被用于北京人口
居住证、残疾人证等项目；家具装饰用PETG材料以及可完全四色印刷的PETG材料等多项新产品，并承担PETG
材料军人军属保障卡应用项目。截至2017年期末公司共有授权专利36项，其中2017年度获1件发明专利、5
件实用新型专利。
③ 落实IPO募投项目,扩大生产产能
公司募投项目之一年产8000吨智能卡基材项目分为两期。其中一期工程建成后，生产线经过设备调试、
试运行等过程，2017年逐步实现达产达标，新增产能缓解了部分生产压力；2017年项目二期工程已完成设
备选型等工作。该项目建成后将完善和提升公司生产线的智能化水平，在原自动称量、自动测厚、自动控
制等基础上，加装自动分拣系统、自动包装系统等，成为智能化的生产车间，生产效率将得到进一步提高，
充足的生产产能也将保证客户不断增长的订单需求。
④ 对外寻求经营合作，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公司与上海达凯塑胶有限公司都是专业生产智能卡基材的生产厂家，双方积累了多年卡基材料经营经
验，形成了各自的品牌优势。为了有效利用上海达凯的区位优势、品牌优势及市场销售等优势，同时更好
地利用公司的生产管理优势、技术工艺创新优势及新产品开发等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公司与
上海达凯共同开展经营合作，未来将为公司的业绩带来正面积极的影响。
⑤ 完善优化用人机制，做好人才培养和储备
为适应业务发展需要，报告期内公司完善优化用人机制，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并以培养和引进相结合方式选拔使用人才，建立人才绩效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并以举办专题培训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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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交流培训等“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对各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进行相关管理、技术提升教育，持
续提升员工整体素质，做好人才培训和储备，进一步增强公司持续发展能力。
⑥ 公司治理、内部控制规范有效
报告期内完善了公司治理结构及内部组织架构，形成科学的决策机制、执行机制和监督机制，有效保
证公司经营管理目标的实现；内部控制制度较为规范且行之有效，保证了公司各项经营业务活动的正常有
序运行。
2017年度公司获得多项奖项和荣誉称号，先后荣获国家金卡工程“金蚂蚁奖”
、
“2017年第一批江苏省
示范智能车间”、
“江苏省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
、
“江苏制造突出贡献奖”
、
“品牌江苏建设‘金帆奖’”
、
“徐
州市工人先锋号”、“徐州市十强创新型企业”、
“新沂市标杆企业”、“新沂制造特别贡献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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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VC

200,047,253.30

15,551,648.27

21.71%

18.18%

33.86%

-9.17%

PETG

79,860,454.79

28,876,190.82

50.10%

42.58%

34.76%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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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2月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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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
行，对2017年1月1日之后发生的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日常
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支。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7年
1月1日至该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自
2017年5月28日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要求采用未来适
用法处理。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公司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当期及前期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产生重大影响，不涉及对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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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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