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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宏昌电子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交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兴安 陈义华 

电话 020-82266156 020-82266156 

传真 020-82266645 020-82266645 

电子信箱 stock@graceepoxy.com stock@graceepoxy.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3 年(末) 2012 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2011 年(末) 

总资产 1,343,467,635.82 1,378,937,719.34 -2.57 1,148,635,897.6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892,987,658.87 840,106,517.32 6.29 484,485,742.43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5,505,785.40 138,518,725.21 -67.15 -31,641,526.28 

营业收入 1,207,385,292.37 1,230,485,104.43 -1.88 1,418,920,672.0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67,310,485.81 47,744,574.46 40.98 42,261,726.5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53,028,240.09 45,126,692.68 17.51 40,013,446.85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7.77 6.90 

增加 0.87

个百分点 
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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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7 0.13 30.77 0.1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7 0.13 30.77 0.14 

 

2.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股东总数 28,65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日末股东总数 
27,271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EPOXY BASE 

INVESTMENT 

HOLDING LTD. 

境外法人 52.500 210,000,000 210,000,000 无 

张萍 
境内自然

人 
2.775 11,100,000 0 未知 

深圳市达晨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403 5,610,000 0 未知 

江阴市新理念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248 4,990,000 0 未知 

陈琳芳 
境内自然

人 
0.975 3,900,000 0 未知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约定购回式证

券交易专用证券账

户 

其他 0.750 3,000,000 0 未知 

林烈权 
境内自然

人 
0.740 2,960,000 0 未知 

赵福俊 
境内自然

人 
0.700 2,800,000 0 未知 

新疆德道股权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自然

人 
0.624 2,497,666 0 未知 

胡钦治 
境内自然

人 
0.458 1,833,872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以上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2.3  以方框图描述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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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主营业务分析--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营业收入 1,207,385,292.37  1,230,485,104.43  -1.88  

营业成本 1,085,856,225.75  1,121,827,354.83  -3.21  

销售费用 28,230,949.75  30,592,601.05  -7.72  

管理费用 41,404,952.82  31,651,974.67  30.81  

财务费用 -9,073,461.39  -8,936,431.71  1.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505,785.40  138,518,725.21  -67.1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2,787,387.48  63,622,525.78  -733.0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629,667.37  191,735,208.38  -135.27  

研发支出 35,254,851.21  50,098,498.63  -29.63  

 

3.2 公司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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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厚的技术研发优势；产品品质稳定优良；生产效率突出，坚实的客服团队；领先的环保技

术，坚持企业对社会高标准的环保责任，随着国家不断加强环境保护与治理，公司产品竞争

力将更加突显出来。 

 

3.3 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 

目前我国环氧树脂生产厂商有 100 余家，生产技术参差不齐，高端产品不足，低端产品过剩，

配套服务欠缺，行业尚没有具有绝对规模优势的生产厂商。 

 

随着国家对环境问题的日益重视，“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将由资源消耗型转为节约型，将

由高污染型转为清洁型，对产品环保要求越来越高，绿色环保制程和绿色环保产品都是未来

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企业如没法实现清洁生产将被淘汰出局。 

 

2011 年 11 月，环境保护部发布的《环境经济政策配套综合名录（2011 年版）》将“溴重量

≥18%和溴重量＜18%的初级形态环氧树脂”列入高污染、高环境风险的“双高”产品，意

味着大多数环氧树脂产量和品种均将受限，环氧树脂行业面临一次大洗牌。 

 

2012 年 11 月，国家环境保护部办公厅环办函〔2012〕1299 号将环氧树脂分为重污染工艺和

环境友好工艺，环境友好工艺不再列入“双高”。 

 

在环保方面，公司不惜投入大量的资金、人力、技术与设备，已实现百分之百回收废液，同

时不需要耗用大量干净水资源。目前在中国仅有少数几家环氧树脂厂家具有这项技术。2011

年公司被广州市环境保护局授予“广州市环境友好企业”称号，2011 年 10 月、2012 年 4

月分别被评为“广州市清洁生产企业”、“广东省清洁生产企业”。 

 

公司现有的制程已达到回收废盐水的绿色环保标准。目前公司生产的水性环氧树脂、无铅制

程覆铜板用的环氧树脂和覆铜板用无卤阻燃环氧树脂等产品均符合节能减排、环保和新能源

的行业发展方向，是符合绿色环保标准的产品。公司在环保产品方面的行业竞争优势将逐步

凸显。此外，公司已发展一系列的 low Dk/Df 产品，以符合最先进的电子产业需求。 

 

3.4 公司发展战略 

以顾客需求及市场竞争为导向，以“取代进口品、就近服务”为市场定位，建立核心技术，

开创新产品、新事业，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级一流水准的环氧树脂制造厂商！ 

 

3.5 公司经营计划 

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2014 年总体经济展望，仍将是一个具有高度挑战性的年份。公司将

从以下几方面进行重点规划： 

 

调结构：基础树脂以服务为导向、客制化生产建立差异化。配合国家环保政策，继续努力朝

着绿色环保和节能的产业方向发展，积极开发各型态高端应用领域，增加高附加值的绿色环

保产品品种，提升特殊应用比例，建立市场区隔。 

 

扩渠道：内销方面积极向国内二/三线城市拓展，同时继续积极努力开拓国际市场。 

 

降成本：降低采购、生产、运输等成本，其中危险品运输成本越来越高。为加强危化品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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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能力，充分发挥地利优势，以槽车或大包装供应以降低成本。 

 

技术创新：积极培育专业技术人才，不断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建立核心技术。 

 

以上摘要 

 

 

 

董事长：林瑞荣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4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