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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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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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8年度公司合并报表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68,381,937.92元，2018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57,786,412.76 元。根据《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以母公司净利润数为基数提取 10%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5,778,641.28

元后，当年度可分配利润为 52,007,771.48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294,041,174.14元，扣减当

年已分配的 2017 年度现金红利 60,000,000.00 元，2018 年年末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286,048,945.62元。 

公司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实施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元（含税）。本年度不实施送股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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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花股份 603615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翁林彦 林宇 

办公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蕉坑路168

号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鼓山

镇蕉坑路168号 

电话 0591-83961565 0591-83961565 

电子信箱 603615@chahuajj.com 603615@chahuajj.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以日用塑料制品为主的家居用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产

品系列齐全，款式丰富，基本涵盖了所有与居家相关的日用产品，形成 1,500 多个单品的产品体

系，成为公司构建竞争优势和实施品牌运营的坚实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和主要产品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公司生产所需采购的材料包括 PP、PE、PS、PC、ABS、纸杯纸等主要原材料，

还包括玻璃配件、内胆配件、钢件、不锈钢件等配品配件，以及纸箱、纸卡、不干胶、彩图等包

装材料。 

①采购流程：公司根据产品销售情况制定生产计划，再根据生产计划制定采购计划，为保证

生产的持续稳定进行，公司依据实际情况设定每种主要原材料的最低库存量。 

②供应商的选择：公司所需的 PP、PE、PS、PC、ABS等塑胶原料主要向中国石油、中国石化、

台化等石化巨头的经销商采购，因上述塑胶原料均为通用化工产品，成交较为活跃、产品标准化

程度较高，因此价格相对较为透明，公司在选择供应商时依据其报价作为主要参考依据，同时考

虑供货商的交货及时性等因素。 

③定制采购：是指供应商按照公司对选材、型号、规格的特定要求向公司供应玻璃件、钢件、

不锈钢件、内胆等配件，由于该等配件的生产工艺、原材料等与公司主要产品的生产工艺存在较

大的区别，因此公司直接向供应商采购该等配件。公司对定制供应商有严格的认证标准和程序，

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已与合格供应商建立起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确保了定制采购的质量和交货

期。 

（2）生产模式。公司每年根据上年度销售情况和本年度销售目标制定本年度销售计划，根据

销售计划安排生产计划，每月的生产计划根据上月生产销售情况和下月销售计划作适当调整，基

本做到按计划均衡生产。针对公司产品种类繁多的特点，公司对生产线进行合理有效地安排，通

过模具的切换使得一条生产线可以生产不同种类的产品，一个班组具备生产多个产品的能力，有

效地利用了产能空档，提高了生产效率。 

（3）销售模式。公司产品销售以经销模式为主，同时辅以商超直营、电商的方式。 

①经销模式：公司的经销商分为省级经销商和地级经销商，省级经销商是指负责在一个或以

上的省份（包括省、直辖市或自治区，下同）经销公司产品的经销商，地级经销商是指负责在一



个或以上的地级市经销公司产品的经销商。公司的省级经销商主要采取专营模式，通常每个省份

由一家省级经销商负责专营销售公司产品，该经销商除销售公司产品外，不从事其他品牌同类产

品的销售活动，也不从事其他经营活动。同时，公司持续加大渠道下沉力度，对部分省级经销商

销售区域进行细化，现已在福建、浙江、辽宁、山西、宁夏、内蒙古、河北、安徽等省份采取地

级经销商的模式。 

②商超直营：主要针对大型的商超客户，目前公司直营的商超客户主要是采取全国总仓统一

配送的沃尔玛超市、永辉超市的福建区域及由其各省区大仓统一配送的直采单品，上述商超客户

或由于采取全国总仓配送或由于地缘关系便于公司进行统一管理，因此采取直营的方式。 

③电商：主要通过自营或分销方式在天猫、京东、阿里巴巴等大型网络购物平台进行销售产

品。 

（三）行业情况说明 

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公司属于制造业中的塑料制品业（日用塑料制造）；按照《上市

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公司属于制造业中（化工行业）的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目前家居塑料用品行业市场较为分散，每家企业所占市场份额均十分有限。经过多年优胜劣

汰的市场竞争，家居塑料用品行业大规模的产业竞争格局正在初步形成，国外品牌主要为特百惠、

乐扣乐扣等国际知名企业，其产品目前主要集中于食品容器类；国内品牌主要为以本公司、广州

市振兴实业有限公司、浙江龙士达塑业有限公司、浙江清清美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北京禧天龙塑

料制品有限公司、四川鸿昌塑胶工业有限公司等国内知名品牌企业，其产品线丰富，基本涵盖了

家居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我国家居塑料用品行业的代表；除此之外，还存在众多的中小企业及

家庭作坊式的其他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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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3,517,707.16 1,429,727,955.76 2.36 923,146,797.47 

营业收入 762,557,406.77 720,126,315.04 5.89 670,622,530.0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68,381,937.92 93,622,401.91 -26.96 91,436,854.4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64,335,327.31 88,401,442.28 -27.22 88,658,589.16 

归属于上市公司 1,346,761,933.61 1,338,379,995.69 0.63 835,830,291.54 



股东的净资产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7,782,808.99 77,501,984.73 26.17 146,116,579.09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8 0.41 -31.71 0.5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8 0.41 -31.71 0.51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5.13 7.58 减少2.45个百分点 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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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76,094.64 177,569,015.53 190,976,974.19 204,235,322.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2,238,055.92 16,529,829.75 18,824,579.78 10,789,472.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21,723,413.33 15,157,486.42 17,519,039.39 9,935,388.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4,349,430.42 25,771,938.91 38,638,038.04 9,023,4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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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1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2,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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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冠宇 0 67,846,789 28.27 67,846,789 
质

押 
24,440,000 

境内

自然

人 

陈葵生 0 35,894,312 14.96 35,894,312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陈明生 0 32,310,826 13.46 32,310,826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林世福 0 16,155,413 6.73 16,155,413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陈福生 0 12,930,275 5.39 12,930,275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李小军 -2,008,701 3,380,000 1.41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北京太誉兰馨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7,674,970 1,798,714 0.75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张灵伟 1,000,000 1,000,000 0.42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李春辉 656,800 656,800 0.27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唐明洪 487,700 487,700 0.20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①本公司无控股股东。上述股东陈葵生、陈冠宇、陈明生、

林世福、陈福生合计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65,137,615 股，占

公司总股本 240,000,000股的 68.81%，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及一致行动人，其中，陈葵生、陈明生、陈福生系兄弟关系，

陈冠宇系陈葵生等三人之侄子，林世福系陈葵生等三人之姐

（妹）夫。②除上述情形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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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营业收入为 762,557,406.77元，较上年同期 720,126,315.04元上升 5.89%。

实现毛利 196,715,916.51元，较上年同期 215,316,294.13元下降 8.64%。本期实现毛利率 25.80%，

与上年同期 29.90%对比，毛利率下降 4.10 百分点，毛利率下降主要是原材料采购价格上升等因

素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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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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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要求编制

2018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本公司执行财会[2018]15号的主要影响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合并报表期初余额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调整后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 6,029,453.60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94,769,101.11 

应收账款 88,739,647.51 

应收利息 264,903.65 

其他应收款 2,263,243.90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1,998,340.25 

固定资产 337,955,457.43 
固定资产 338,866,322.74 

固定资产清理 910,865.31 

在建工程 5,838,284.83 
在建工程 5,838,284.83 

工程物资 
 

应付票据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37,287,674.17 

应付账款 37,287,674.17 

应付利息 
 

其他应付款 8,688,855.17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8,688,855.17 

管理费用 45,110,864.84 
管理费用 38,290,584.60 

研发费用 6,820,280.24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报告期内，公司无需要披露的重大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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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本公司及子公司茶花家居塑料用品（连江）有限公司、茶花

现代家居用品（滁州）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