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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86             证券简称：美联新材             公告编号：2018-081 

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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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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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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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联新材 股票代码 30058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段文勇 林端明 

办公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美联路 1 号 广东省汕头市美联路 1 号 

电话 0754-89831918 0754-89831918 

电子信箱 mlxc@malion.cn mlxc@malion.cn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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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56,292,285.15 191,662,319.91 33.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7,779,456.06 26,017,894.51 6.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3,570,783.88 22,969,913.66 2.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422,875.65 -24,284,363.83 1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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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1 9.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1 9.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7% 4.65% 0.0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913,553,365.09 836,515,233.25 9.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68,878,659.04 589,099,202.98 -3.4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4,90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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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黄伟汕 境内自然人 39.04% 93,700,000 93,700,000 质押 77,077,500 

张盛业 境内自然人 12.04% 28,900,000 28,900,000  0 

张朝益 境内自然人 9.17% 22,010,000 22,010,000 质押 22,010,000 

张朝凯 境内自然人 9.08% 21,787,500 21,787,500 质押 4,362,500 

张静琪 境内自然人 2.11% 5,057,500 5,057,500 质押 1,350,000 

段文勇 境内自然人 1.04% 2,500,000 1,875,000 质押 2,500,000 

张俩佳 境内自然人 0.94% 2,250,000 2,250,000  0 

董文艺 境内自然人 0.91% 2,182,750 0  0 

卓树标 境内自然人 0.77% 1,850,000 1,762,500  0 

张佩琪 境内自然人 0.60% 1,445,000 1,445,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伟汕与张盛业为甥舅关系，张盛业为黄伟汕的舅舅。

张盛业为张朝益、张朝凯、张静琪、张佩琪之父，张朝益为其长子，张朝凯为其次子，

张静琪为其长女，张佩琪为其次女。张俩佳为黄伟汕之妹夫。 

2、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有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公司股东董文艺通过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182,750 股。 

2、公司股东陈春明通过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76,000

股。 

3、公司股东严根清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73,75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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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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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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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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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 ，在董事会的正确决策和公司经营管理层的统一领导下，公司全体员工紧密围绕董事会确

定的年度经营目标展开各项经营活动。公司报告期内持续推进新产品研发、积极开拓市场、加强队伍建设，

努力提升公司产品质量、服务品质，强化公司核心竞争力，按照既定策略，推进各项业务顺利开展，经营

业绩保持稳定增长。 

公司报告期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一）营销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5,629.2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3.7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2,777.9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6.77%。其中，白色母粒产品实现营收16,211.1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加47.32%，增长幅度较大；黑色母粒产品实现营收2,524.5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6.96%。 

报告期内公司深耕国内外市场，制定贴近市场的营销策略，努力拓展新市场，开发新客户，报告期内

公司各类产品营收均有所增长，特别是白色母粒产品销售情况十分良好，市场占有率较高。      

（二）研发投入情况 

持续的研发投入是公司是公司保持核心竞争力重要因素，公司针对下游应用积极研发新项目。报告期

内公司围绕“开口功能母料研发”、“聚丙烯薄壁专用白色母粒研发”等项目，研发投入773.73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加15.31%。报告期内，公司获得“一种透气母粒及利用该母粒制造透气膜的方法”国家发明专

利的授权，同时还申报了“一种改性蒙脱土复合高分子自粘膜防水卷材及其制备方法”和“一种聚苯乙烯

与聚氨酯弹性体相容剂的制备方法”两项国家发明专利。 

报告期内，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油美联研究院已开始运作，研究院引进一批博士及专业人才，着力打

造“政、产、学、研、用”的产业协同创新平台，为美联新材的发展及产业转型升级贡献力量。目前研究

院已立项多个项目，未来将会与公司的主业形成产业互补和延伸。报告期内，广油美联新材料研究院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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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种聚烯烃型聚氨酯弹性体增韧聚苯乙烯共混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和“一种原位反应增容合成的复合

防水卷材及其制备方法”两项国家发明专利。 

（三）管理情况 

行政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公司制定了内部讲师培训制度，优化了考勤制度、薪酬管理制度等，致力于

打造制度化、规范化的美联新材，同时公司不断加强制度执行和监督力度，提倡扁平化管理，促进内部规

范化管理，有效提升了工作效率。 

品质管理方面：公司持续加强对原材料和成品质量的把控，持续完善产品企业标准和优化工艺流程，

使产品合格率及质量保持在较高的水平，有效控制了客户投诉宗数。同时，持续跟进产品在下游客户的使

用情况，并根据客户反馈及时优化配方，为客户生产出品质优良的产品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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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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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