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州天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300169                           证券简称：天晟新材                           公告编号：2018-048 

常州天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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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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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晟新材 股票代码 300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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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桦 张艳松 

办公地址 常州市龙锦路 508 号 常州市龙锦路 508 号 

电话 0519－86929011 0519－86929019 

电子信箱 dongmi@tschina.com dongmi@ts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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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086,790.49 374,385,517.69 11.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018,973.71 2,482,769.38 182.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5,344,648.43 922,653.24 47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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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后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0,636,205.14 -729,433.92 -8,212.7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15 0.0076 182.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15 0.0076 182.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9% 0.20%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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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49,307.60 2,064,465,552.27 -2.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87,025,193.70 1,178,440,304.14 0.7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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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海宙 境内自然人 9.87% 32,186,614 24,139,960 质押 32,047,420 

晟衍（上海）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13% 23,236,452 0 质押 23,129,430 

孙剑 境内自然人 6.86% 22,349,614 16,762,210 质押 1,000,000 

吕泽伟 境内自然人 6.51% 21,229,841 18,349,360 质押 16,000,000 

徐奕 境内自然人 3.77% 12,274,646 9,205,984 质押 7,530,000 

赵爱立 境内自然人 2.85% 9,298,920 0   

杨志峰 境内自然人 2.43% 7,924,522 0   

高琍玲 境内自然人 1.68% 5,474,566 0   

傅朗蓉 境内自然人 1.59% 5,192,052 0   

王钧 境内自然人 1.40% 4,554,85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吴海宙、吕泽伟、孙剑、晟衍（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30 日签订了一致行动协议，承诺：“协议各方同意在行使天晟新材董事权利、股东权利

时，除资产收益权、知情权、股份处置权外，将采取一致行动，协议各方同意在天晟新

材重大问题决策上应事先沟通，取得一致意见；意见不一致时，以得到最多股份支持的

意见为各方一致意见。自协议各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在协议各方为天晟新材股东时均对

其有法律约束力。协议有效期至协议各方同意解除一致行动为止。”晟衍（上海）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为吴海宙 100%控股公司。杨志峰、高琍玲为夫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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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作为全国知名的高分子发泡材料专业生产商，一直致力于高分子发泡材料的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是高新

技术企业。公司在软质泡沫材料、结构泡沫材料及上述材料的后加工应用、声屏障制造领域，均处于市场领先地位；   

  (二）报告期利润表项目变动情况与原因分析   

 （1）公司本报告期，营业收入416,086,790.49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14%，主要系业务增长所致；   

 （2）公司本报告期，营业成本308,162,469.09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3.44%，主要系销售增长带来成本随之增长所致；   

 （3）公司本报告期，毛利率25.94%，上年毛利率27.44%，同期对比略有下降，主要系销售单价下降和原材料成本上涨双

重因素所致；   

 （4）公司本报告期，销售费用22,318,718.26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2.97%，主要系有效控制费用所致；   

 （5）公司本报告期，管理费用62,478,323.99元，较上年同期上升11.11%，主要系个别业务板块新业务启动费用增加所致；  

 （6）公司本报告期，财务费用14,961,684.52元，较上年同期上升21.12%，主要系贷款增加及资金成本上升所致；   

 （7）公司本报告期，营业利润7,632,924.68元，较上年同期上升60.44%，主要系销售增长带来利润增加所致；  

 （三）报告期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情况与原因分析   

（1）公司本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下降8212.78%，主要系本报告期购买商品（主要是结构泡沫

相关材料）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2）公司本报告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下降571.95%，主要系本报告期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比上年

同期减少所致；   

 （3）公司本报告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上升374.21%，主要系本报告期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比上年

同期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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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公司2018半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24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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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处置子公司 

 公司名称   报告期内取得和处置子公司方式   对整体生产经营和业绩的影响  

江苏天晟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 影响小 

句容市旭日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 影响小 

3）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公司名称   报告期内取得和处置子公司方式   对整体生产经营和业绩的影响  

天晟新材（湖北）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注销 影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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