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2909                           证券简称：集泰股份                           公告编号：2018-042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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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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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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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泰股份 股票代码 002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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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珈宜 王小昌 

办公地址 
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翔一路 62

号自编六栋二楼、五楼 

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翔一路62号

自编六栋二楼、五楼 

电话 020-85532539 020-85532539 

电子信箱 jitaihuagong@jointas.com jitaihuagong@jointas.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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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38,808,354.29 307,723,138.64 42.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441,610.02 17,253,072.84 -51.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389,710.60 15,881,747.67 -6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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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051,838.53 67,919,858.94 -129.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0 0.137 -63.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0 0.137 -63.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3% 6.71%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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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4,615,979.63 824,499,897.91 7.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63,389,166.13 484,770,120.70 -4.4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4,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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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安泰化

学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5.35% 76,186,538 76,186,538 质押 7,142,900 

佛山泰银富时

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69% 11,234,457 11,234,457   

湖北九派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18% 7,025,281 7,025,281   

邹珍美 境内自然人 3.27% 5,496,581 5,496,581   

邹榛夫 境内自然人 2.54% 4,262,352 4,262,352 质押 3,061,300 

仙桃九派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9% 3,512,640 3,512,640   

广州市熙景投

资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6% 2,458,314 2,458,314   

马银良 境内自然人 1.41% 2,374,684 2,374,684   

关福如 境内自然人 1.05% 1,756,320 1,756,320 质押 1,756,320 

何思远 境内自然人 0.96% 1,610,018 1,610,01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本公司股东邹榛夫系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市安泰化学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持有广州

市安泰化学有限公司 95%的股权；2、本公司股东邹榛夫、邹珍美为兄妹关系；3、本公司

股东湖北九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仙桃九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除上述外，

公司无法判断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的情形。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公司股东李爱夫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04,4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04,400 股；公司股东阮爱家通过普通证

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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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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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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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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一家以密封胶和涂料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为核心业务的企业。自成立以来，公司通过不断适应市场需求，开拓产

品应用领域，完善产品结构，目前初步已形成了两大业务板块、五大业务品种、六大应用领域、新兴业务和成熟业务良性互

动的产业架构。 

     2018年以来，全球经济延续了去年持续复苏的态势，贸易和投资逐步回升。我国继续稳步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持续推

动外贸进出口行业。据海关统计，2018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为14.2万亿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7.9%。但是，

受美国大规模征收关税挑动全球贸易战的影响，外贸进出口平稳运行的不确定性有所增加。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同

比下降，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出现回落，但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较去年同期小幅提升。2018年以来，我国国内继续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在环保趋严的压力下，高污染、高能耗产业逐步被绿色环保、节能增效、

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所替代。但是，受环保、去产能的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公司上游原材料行业供给调控，原材料供给量减少，

供需关系紧张，原材料市场价格持续高位，上涨明显。 

     公司秉承“绿色环保、专业品质”经营理念，充分发挥在建筑工程、集装箱制造市场的领先地位，并向装配式建筑、钢结

构、石化装备等领域拓展，利用产品所具有的绿色、环保优势，逐步扩大市场份额，同时通过改善产品质量、服务水平，提

升品牌影响力。在集装箱领域，公司充分顺应集装箱市场全面“油改水”的趋势要求，在集装箱市场完成水性沥青漆全面替换

传统溶剂型沥青漆的工作，同时加大水性密封胶等环保产品在集装箱领域的应用推广，由于公司产品性能优越，质量稳定，

得到集装箱制造厂商、箱东的持续认可，巩固了公司在该领域的领先地位。在建筑工程领域，公司除维护、稳固原有市场规

模外，积极拓展新的业务渠道，在京东、天猫等电商平台销售产品，或提供工程服务等方式，主动开拓新市场、新领域，实

现销售收入持续、稳定增长。公司继续加大装配式建筑、钢结构、石化装备、汽车船舶等新兴市场领域的推广力度。随着国

家加强对上述新兴领域的政策扶持，以及市场对环保要求的逐步重视，公司多年积蓄的“专业、绿色、环保”产品品质和品牌

影响力，其先发优势在市场竞争中得到了释放，销售收入增速明显。 

    2018年1-6月，受建筑工程市场、集装箱市场销售收入大幅增长的影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880.8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42.60%。其中： 

     1、有机硅密封胶 

     报告期内，公司有机硅密封胶实现销售收入24,447.94万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55.71%，为公司的主要销售收入来源。 

     在国家宏观调控和供给侧改革推进过程中，房地产行业进入“新常态”，即高速增长时代已经结束。但是，基于棚户区改

造、保障房建设力度增长，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与房地产相关的行业依然保持一定的市场空间。随着房地产市场新常态

的出现，与其相关的行业逐渐开始“洗牌”，行业集中度增加，低端产品逐步被淘汰，中高端产品需求明显。公司定位中高端

市场业务，契合市场发展方向。同时，公司加快品牌建设，加强业务拓展，提升市场影响力，公司建筑市场有机硅密封胶业

务稳步增长。报告期内，公司有机硅密封胶实现销售收入24,447.9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0.31%。 

     2、水性密封胶 

     水性密封胶系公司为响应国家环保政策，主要为集装箱市场研发和推广的环保型密封胶，凭借绿色环保优势，公司水性

密封胶获得越来越多集装箱客户的认可。受集装箱市场周期性回暖，市场需求增强的影响，加之环保因素导致水性密封胶有

替代其他密封胶的趋势，公司水性密封胶的销售收入增长迅速。报告期内，公司水性密封胶实现销售收入4,281.02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129.65%。 

     3、水性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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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性涂料系公司为响应国家环保政策，重点培育的新兴业务。经过多年培育，应用领域已从单一的石化领域发展至钢结

构、建筑工程及集装箱制造市场，已成为公司重要的业务收入来源。报告期内，受集装箱市场周期性回暖和“油改水”政策的

全面推行，公司水性涂料业务销售收入增长迅速，公司水性涂料实现销售收入10,091.95万元，较上年增长56.81%。 

     4、其他密封胶 

     随着环保政策的逐步趋严，公司其他密封胶在集装箱制造市场已逐步被水性密封胶所替代，在建筑工程市场存在逐步被

有机硅密封胶所替代的趋势。但是，受集装箱制造市场周期性回暖的影响，加之其他密封胶的特定性能在建筑工程市场中的

应用较广，公司其他密封胶的销售收入仍然实现一定程度的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其他密封胶实现销售收入3,643.09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12.29%。 

     5、沥青漆 

     沥青漆主要指溶剂型沥青漆，主要系公司为集装箱市场研发的产品，根据《中国集装箱行业协会绿色环保行动宣言》，

我国集装箱市场已于2017年4月全面使用水性沥青漆以替代传统沥青漆。受集装箱市场全面“油改水”的影响，公司沥青漆的

销售收入及占比均持续下滑。报告期内，公司沥青漆业务实现销售收入1,250.3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0.08%。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44.1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1.07%。在公司营业收入大幅增长的

情况下，净利润出现下滑的主要原因系：受上游原材料厂商停产、减产导致供需关系变化的影响，公司产品所需主要原材料

的采购价格呈现大幅上涨，导致公司产品单位成本较上年增长明显，但考虑到下游客户对价格的敏感度及市场竞争加剧等因

素，公司并未同等幅度提升产品单价，导致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产品综合毛利率较上年同期下降5.58%。其中，有机硅密

封胶毛利率为19.27%，较上年同期下降11.20%。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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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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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7年12月，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安东泰粘胶剂有限公司已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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