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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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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万盛股份 603010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宋丽娟 阮丹丹 

电话 0576-85322099 0576-85322099 

传真 0576-85322099 0576-85322099 

电子信箱 zjwsfr@ws-chem.com zjwsfr@ws-chem.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4年末 2013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同

期末增减（%） 2012年末 

总资产 682,268,847.81 555,179,390.67 22.89 461,481,863.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11,629,621.71 256,350,327.54 99.58 228,214,421.41 

 2014年 2013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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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6,644,961.28 50,252,367.26 -7.18 48,620,577.32 

营业收入 746,942,300.79 645,085,652.51 15.79 641,130,949.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2,056,049.36 58,831,267.12 -28.51 53,728,694.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2,213,081.79 51,398,246.14 -17.87 52,398,945.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3.66 23.55 减少9.89个百分
点 26.72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52 0.78 -33.33 0.72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52 0.78 -33.33 0.72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9,71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五个交易日末的股东总数（户） 8,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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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临海市万盛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94 33,935,000 33,935,000 无  

高献国 境内自然人 10.82 10,820,800 10,820,800 无  

浙江伟星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50 6,500,000 6,500,000 无  

周三昌 境内自然人 3.39 3,394,700 3,394,700 无  

金译平 境内自然人 3.21 3,209,600 3,209,600 无  

高峰 境内自然人 3.12 3,117,100 3,117,100 无  

张继跃 境内自然人 2.96 2,961,600 2,961,600 质押 2,720,400 
高强 境内自然人 1.56 1,558,500 1,558,500 无  

高远夏 境内自然人 1.47 1,466,000 1,466,000 无  

王克柏 境内自然人 1.47 1,466,000 1,466,00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高献国为临海市万盛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高远夏为

高献国、高峰、高强之父；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

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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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 
阻燃剂行业正日益发展为一个全球化的行业，这一方面表现在很多阻燃剂公司正参与世界范

围内的贸易，行业内的竞争已经不仅局限于某一个国家或地区内企业的竞争，而是全球市场参与

者之间的竞争。目前公司依靠研发设计优势、营销网络优势、制造技术和质量管理优势、品牌优

势等，获得了国内外市场的普遍认同。公司已于 2014年 10月 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通过实施“年产 44,000吨磷酸酯阻燃剂项目”和“研发中心项目”，扩大公司产能，提高公司的研发
设计能力，加强公司营销网络建设，将使公司能够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提升市场份额、优化公

司财务结构，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 
（二）、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以“走在阻燃领域前沿，与世界同步”为使命，坚持“以规模化优势为基础，构建企业

差异化优势；以技术创新为驱动力，加强产学研联动发展”的经营理念，遵循“稳健、诚信、创

新、务实、专业、卓越”的企业精神，立足于有机磷系阻燃剂行业,将不断提升有机磷系阻燃剂产
品性能，不断开拓有机磷系阻燃剂的适用领域、不断促进有机磷系阻燃剂的持续发展作为企业的

责任和使命。公司充分利用自身在阻燃剂行业十多年的行业积累，以市场需求为先导，以科技创

新为原动力，致力于绿色环保有机磷系阻燃剂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并充分利用公司在有机磷系

阻燃剂的市场、技术和人力资源的优势，通过不断加强企业技术的开发和销售网络建设，努力将

公司打造成世界有机磷系阻燃剂的重要供应商。为创造绿色环保、安全、和谐的人类环境做出应

有的贡献。公司未来发展的主要目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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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为具备专业化的磷系阻燃剂生产能力的重要生产商 
为了成为世界有机磷系阻燃剂的重要供应商，公司将坚持走专业化道路，通过加强主营业务，

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提高有机磷系阻燃剂产品的研究能力、产品开发能力、市场渗透能力和客

户专业化服务能力。公司将立足于新产品和新技术的研发，不断拓展公司有机磷系阻燃剂产品的

应用领域，不断培育公司新的业务增长点，提高公司业务的整体规模和利润水平。 
2、成为具备国际领先水平的技术研发和产品开发能力的创新型企业  
公司将在有机磷系阻燃剂领域深厚的技术研发积累及完备的硬件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公司以

市场为基础的客户导向型产品研发体系。利用自身的技术水平、资金实力等各种条件，不断加强

与相关研究院所的技术合作，同时进一步完善公司研发人员业绩考评制度，充分调动和激发公司

研发人员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并不断引进和培养优秀研发人才，使得公司的研发水平更上一层

楼。 
3、成为具备高水平的精细化技术服务能力的行业龙头企业 
公司将进一步提高精细化服务水平，通过持续不断加强贴身“精细化服务”的客户服务模式

来巩固公司的竞争优势地位。公司将不断完善客服体系，加强客户服务系统在公司中的核心地位。

加大客户系统建设投入，完善客户信息系统，建设高水平的客服人才队伍，满足各种不同客户的

要求。 
（三）、经营计划 

1、不断做优做实现有业务 
公司有机磷系阻燃剂系列产品在市场中占有较高的市场份额，这也是公司的立足之本。公司

将继续加强日常经营管理工作，继续改进和优化管理，提升服务品质，有效拓展销售渠道，保证

收入利润稳定增长。加强北美、欧洲分支机构的建设，提高市场营销与售后能力，实现与客户共

赢。 
2、拓宽产业布局，抓住产业投资机会 
除了现有产品做强做精外，公司拟抓住当前良好的资本市场机遇，通过并购快速进入拓宽产

业，目前，公司正在积极洽谈有关产业并购的项目。公司将积极发挥上市公司的综合优势与整体

协同效应，以促进公司业务的纵深度和可持续发展，在未来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推动公司业务

发展迈上新台阶。 
3、健全优化内控管理体系 
2014年度，遵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浙江万盛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对各项具体的内控管理制度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完善。在 2015年的实
际应用中，董事会将结合公司的发展形势，对内控管理制度进行适时调整和修订，不断完善制度

流程，加强其实用性、操作性和高效性，确保经营管理的系统性、完整性和进步性。 
4、完善信息披露管理工作  

董事会将认真贯彻落实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提高对重大事项的敏感度，加

强对信息披露工作人员的监督、指导，严格按照信息披露指引及公司相关制度的要求对公告事项

进行编制、审核、报备和归档，切实把信息公开作为应尽义务，把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获

知信息作为广大投资者应享的权利。 
（四）因维持当前业务并完成在建投资项目公司所需的资金需求 
公司将统筹安排资金，合理安排资金使用计划，严格控制费用支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根

据实际业务需求，研究多种渠道的资金筹措计划，通过自有资金、金融市场融资等多种方式解决

资金来源问题，缓解公司资金压力，为公司经营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和保障。 
（五）可能面对的风险 

1、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阻燃剂业务生产经营所需的主要原材料为环氧丙烷、环氧氯丙烷、苯酚、双酚 A和三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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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磷，这五大类主要原材料占营业成本比重逐年提高，主要原因是公司的产品结构优化，阻燃剂

产品的权重逐渐增加。环氧丙烷、环氧氯丙烷、苯酚和双酚 A均属于石油化工行业的下游产品，
市场价格透明，其价格走势与国际原油价格的波动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若石油价格出现短期大幅

波动，将对公司利润产生一定影响。 
2、汇率波动的风险  
公司出口销售占比大，并且需进口一部分原材料。公司出口销售和进口原材料以美元结算为

主，外币贬值会使进口采购成本下降，但对公司产品在欧美市场的竞争力带来不利的影响。综合

原材料进口和产品出口情况，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的趋势将使公司的盈利水平受到一定的影响。

公司已采取远期结售汇等措施缓解汇率波动风险。当前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波动会使公司产生汇兑

损益，并影响到远期结售汇业务。公司将采取更加谨慎、灵活的措施，通过应收账款管理、结售

汇时间管理等手段，控制汇率变动风险。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

响。 

公司根据财政部（财会[2014]7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  列
报》的会计准则，修改了财务报表中的列报，包括利润表中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分为两类列报：   
（1）以后会计期间在满足规定条件时将重分类进损益的项目；   
（2）以后会计期间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项目。  
 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影响金额：公司与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长期资产相关

的政府补助由原列报其他非流动负债科目转列递延收益项目，追溯调减 2013年 12月 31日其他非
流动负债 1,460.99 万元，调增 2013年 12月 31日递延收益 1,460.99 万元。 

4.2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截止 2014年 12月 31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1、浙江万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盛科技”）   

2、万盛股份（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万盛”）   

3、VANDONSUN CHEMICAL INTERNATIONAL LIMITED（以下简称“曼德森公司”）   

4、Wansheng Material Science (USA) CO., LTD（以下简称“美国万盛”）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公司 2014年年度报告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和 “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4.3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

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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