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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25                            证券简称：金力泰                                公告编号：2018-083 

上海金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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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力泰 股票代码 30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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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滢滢 王晓峰 

办公地址 上海市化学工业区楚工路 139 号 上海市化学工业区楚工路 139 号 

电话 021-31156097 021-31156097 

电子信箱 knttzxx@knt.cn knttzxx@k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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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943,057.88 369,261,481.80 -1.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396,494.94 26,020,559.65 -79.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348,975.39 24,954,663.49 -9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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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834,662.57 56,245,505.94 -124.6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15 0.0553 -79.2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15 0.0553 -79.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0% 2.96%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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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9,008,264.57 1,210,759,304.47 -2.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95,337,560.24 890,783,971.58 0.5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4,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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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华锦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43% 72,561,000 0   

绍兴柯桥领英实

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00% 47,034,000 0   

吴国政 境内自然人 4.54% 21,374,442 0 质押 16,859,995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富国改

革动力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3.70% 17,400,000 0   

百年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分

红保险产品 

其他 1.61% 7,552,388 0   

石河子怡科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7% 6,921,229 0   

云南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云信－

瑞阳2016－18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1.29% 6,050,000 0   

胡家喜 境内自然人 1.16% 5,434,10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3% 4,858,300 0   

百年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传

统保险产品 

其他 0.86% 4,060,06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根据吴国政与宁夏华锦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吴国政同意将其持有的金力泰 

21,374,442 股股份(占金力泰总股本的 4.54%)所对应的表决权全权委托给宁夏华锦行

使。截至报告期，宁夏华锦直接持有金力泰 15.43%的股份，实际可支配金力泰 19.97%

的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另，除绍兴柯桥领英实业有限公司、石河子怡科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

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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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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宁夏华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变更日期 2018 年 02 月 12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18-010）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8 年 02 月 13 日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中国国防金融研究会 

变更日期 2018 年 02 月 12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18-010）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8 年 0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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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力泰是国内领先的中高端工业涂料自主品牌供应商，公司业务主要分为汽车原厂涂料和其他工业涂料两大类。 

公司汽车原厂涂料业务主要与中国汽车市场整体的增长形势以及配套生产线数量的增长有较强的相关性。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18年上半年，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405.80万辆和1,406.60万辆，同比增长4.20%和5.60%，

销量增速高于上年同期1.80个百分点，总体表现好于年初预期。其中：乘用车产销1,185.40万辆和1,177.50万辆，产销量比上

年同期分别增长3.20%和4.60%；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220.40万辆和229.10万辆，产销量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9.40%和10.60%。

其中，客车产销分别完成23.00万辆和22.70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5.20%和2.80%；货车产销分别完成197.40万辆和206.50

万辆，产销量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9.90%和11.50%。 

汽车行业作为汽车涂料下游最主要的应用领域，其新增的产能以及原有汽车涂装线的升级或技术革新，都将为汽车涂料

的快速增长带来有利的发展契机。 阴极电泳涂料原为汽车金属件防腐所用，其优异的防腐性能且环保和提高生产效率降低

生产成本的特点，被越来越多的行业认知和接受，轻工、家电、机械、建材业的金属件用阴极电泳涂料将形成阴极电泳涂料

巨大的市场。公司成立已有20多年，已经拥有600多家长期客户，产品的性价比优势及优良的客户服务，巩固了现有的客户

和市场占有，并对潜在的客户产生积极作用。 

公司的其它工业涂料的应用领域为汽车整车制造业之外的金属件的涂装，具体包括农业机械、工程机械、摩托车、汽车

零部件、家电零部件等领域。中国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基地，这些新的应用领域近年来也有着快速的增长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情况较稳定。但由于受到主要化工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公司产品毛利率同比下降了5.49个

百分点。 

报告期内，公司三项费用同比略有上升，主要系公司本期利息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减少所致。公司将进一步加强管理能

力，严格控制成本费用支出。报告期内，公司非经常性损益为304.75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198.16万元，主要系公司本期按

照“与丁拥军关于上海阿德勒仲裁案件的仲裁”判决结果，将前期收到的丁拥军200.00万款项确认为营业外收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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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6,194.31万元，同比下降1.98%；实现营业利润348.84万元，同比下降87.84%；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539.65万元，同比下降79.26%。 

报告期内，公司基本每股收益为0.0115元，较上年同期的0.0553元下降79.2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

东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所致。 

 

（1）管理与研发 

公司坚持依照《卓越绩效评价准则》的要求来指导公司运营，评价公司的经营结果和提高管理成熟度。 

为适应行业发展总趋势，满足市场需求，公司持续研发投入，不断提高公司产品性能、努力提升公司产品的竞争力。 

 

（2）研发进展情况 

1）阴极电泳漆： 

A、高性能电泳涂料：配套磷化的薄膜高性能电泳涂料进一步优化，在线应用更为稳定，性能指标达到行业先进水平。

目前已完成多家客户涂装线的升级或升级验证，并成功切换多条涂装线。配套薄膜前处理的高性能电泳涂料完成多家客户的

配套试验验证，性能达到行业先进水平。除实验室评价外已实现生产模数放大，并在多条涂装线投槽试产，整体效果良好。 

B、高性能耐候型电泳涂料：产品完成对我司原有产品的整合升级，减少了生产制造成本，并在产品核心性能提升的同

时降低了成本。盐雾、耐候均达到800小时的超高性能产品完成中试，性能指标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C、高防腐阴极电泳产品：目前，高防腐产品在多家客户的竞标制样中表现出优异的耐蚀性能，已实现多条涂装线销售。

该产品核心性能指标达到行业先进水平，适用于最高要求的乘用车零部件涂装。技术团队正在进行产品在乘用车客户端的性

能认证。 

2）汽车面漆 

A、水性汽车面漆： 

2018年上半年，公司在水性汽车面漆技术开发、产品改进及现场应用取得巨大进展。 

3C2B水性面漆目前已经在多家客户现场稳定供货，销售量逐渐放大。技术团队结合产品应用过程中的反馈对产品配方

及生产工艺进行持续优化，提升其质量稳定性及施工窗口。目前该系列产品已近完成系列色浆开发，新色开发速度大幅提升，

可满足客户除主色外特殊颜色快速调色的要求。产品使用主体树脂为金力泰自主开发及生产，产品成本得到有效控制。目前

技术团队针对3C2B产品的助剂体系正在进行拓展及验证，以使产品具备快速应对突发质量问题的能力。 

1C1B/2C1B产品作为针对商用车控制成本涂装要求开发的产品，目前已在多家商用车客户稳定应用，产品外观满足客户

要求，达到行业先进水平。同时，针对客户特殊要求，目前1C1B产品可满足套色涂装要求，产品应用面进一步拓展。2018

年下半年，项目组将对1C1B产品主体树脂配方进行优化，预计主体树脂自制替代工作将在年末完成。 

B1B2/3C1B产品目前已经具备小批量样品发客户进行验证的能力，产品配方、色浆体系正在优化中，预计产品年内可开

发完成。目前B1B2体系中B2部分树脂已经完成自制，B1树脂正在同步开发中。 

B、溶剂型低温面漆：2018年公司溶剂型低温面漆业务大幅增加。公司拥有成熟的溶剂型大巴面漆以及溶剂型保险杠面

漆，产品性能满足客户要求，且具备成本竞争优势。目前技术团队重点工作在于针对保险杠客户要求颜色完成颜色开发及与

客户车身匹配，同时完后产品试喷及切换工作。 

3）工业面漆： 

工业防腐及工程机械涂料：2018年上半年，公司对水性低温双组份工业面漆加大开发及推广力度。目前配方体系基本成

型，针对工程机械防腐及改装车辆涂装形成两套产品体系，上半年在多个客户现场完成试喷，外观性能均符合客户要求。同

时技术团队针对客户要求，完成140度单组份水性工业面漆的配方开发，正在进行产品现场验证及性能评价。下半年，工业

面漆团队工作重点将集中于水性面漆产品在工程机械领域的应用评价及改进，通过行业客户认证后拓展市场份额。 

4）陶瓷涂料： 

针对幕墙陶瓷涂料，目前公司已经具备单组份、双组份两套产品体系以适应不同幕墙客户的涂装要求。新型双组份产品

包括素色漆及金属漆市场应用成熟。2018年上半年，陶瓷涂料技术团队针对市场开发要求，对原有耐温陶瓷涂料在极端条件

下的抗开裂性能进行改善，目前正在进行应用评价中。预计该项目完成后，该产品在国内灶具用陶瓷涂料领域将具备巨大优

势。 

 

（3）内控管理日趋完善 

公司已建立了与业务性质和规模相适应的内控管理体系。报告期内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公司治理与规范运作、董监事与

高管行为规范、财务控制与经营决策、信息披露与投资者关系等方面的规章制度，使公司的运营更加透明规范，管理基础更

加扎实。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财政部、证监会等五部委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企

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等要求，对公司内控相关流程、制度和岗位职责等存在的缺陷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和优化,使内控管

理日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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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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