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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3010                                             公司简称：万盛股份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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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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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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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76-85174990/0576-85322099 0576-85174990/0576-85322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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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1,167,549,259.83 1,109,921,731.90 5.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71,987,225.15 930,056,785.10 4.51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2,567,446.17 -4,650,899.26 不适用 

营业收入 539,036,223.06 424,108,333.41 27.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8,308,105.56 41,042,590.70 66.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5,998,748.09 39,725,935.90 66.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22 7.71 减少0.4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 0.41 -34.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 0.41 -34.15 

注：上年同期总股本为 100,000,000股，本报告期末总股本为 254,391,982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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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9,05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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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5 74,657,000 74,657,000 质押 29,920,000 

高献国 境内自然人 9.62 24,477,103 24,137,643 质押 14,221,145 

周三昌 境内自然人 3.76 9,576,963 1,770,043 质押 5,676,000 

龚卫良 境内自然人 3.63 9,227,830 9,227,830 无  

金译平 境内自然人 3.17 8,056,770 995,650 无  

高峰 境内自然人 3.00 7,642,512 7,300,130 无  

郑国富 境内自然人 2.53 6,433,403 6,433,403 无  

浙江伟星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7 6,290,000 0 无 

 

勇新 境内自然人 2.42 6,151,886 6,151,886 无  

陈文洁 境内自然人 2.21 5,610,0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高献国家族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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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国富为高献国妻子之胞

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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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不适用 

2.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6年上半年，公司继续优化了产品结构、客户结构、人才结构，创新了利益分配机制、主
管问责机制、业绩联动机制，提升了市场营销能力、采购成本控制能力、开发与技改能力。在做

大、做强阻燃剂、特种脂肪胺等功能助剂主业外，努力拓展新的应用领域。 
2016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5.40亿元，同比增长27.10%；净利润6,831万元，同比增长66.43%。

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2016 年上半年与上年同期相比新增合并范围。公司以发行股份加现金购买资产的方式，

于 2015年 12月完成了对大伟助剂的整体收购。一方面大伟原有的业务实现了预期的业绩；另一
方面，万盛与大伟同属功能性材料助剂，在市场开发方面具有一定的协同效应，有助于双方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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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结构和产品结构，提升产能利用率、提升产品盈利能力。 
2、在市场区域方面，公司在美国及欧洲分别设立了分支机构，经过 2、3年的市场开发，在

北美及欧洲地区新增客户数量显著增长，在国内、国际经济低迷的形势下实现了销售增长。 
3、在应用领域方面，公司产品先前主要应用在家具家私、建筑保温、电子电器等行业。经过

几年的开发，目前公司产品在如下新的市场取得了良好的发展： 
在汽车市场，随着汽车对 TVOC(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阻燃、气味等要求越来越高，汽车市

场对高端阻燃剂的需求越来越大。过去这部分市场均由国外厂家占领，目前公司凭借优质的技术

和产品质量，已有多款产品经过客户的严格测试得到客户认可，有效的提升了公司的业绩。 
同时，公司拥有的一个阻燃剂专利产品在新能源电动车的锂离子动力电池组壳体密封材料获

得应用，公司将继续积极开拓更多的新能源电池厂家，随着新能源电动车的增长，该项业务预计

对公司未来的业绩将作出积极的贡献。 
4、在电子化学品市场方面，公司全资子公司大伟助剂所拥有的部分产品可使用在电子产品，

电子化学品的市场总量巨大，未来公司会继续加大电子化学品市场的拓展。同时大伟助剂新引进

的产品腰果酚在特种涂料市场前景广阔，目前正处于项目建设期，顺利投产后将对公司业绩产生

积极贡献。 
 

（一）主营业务分析 
1、财务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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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9,036,223.06 424,108,333.41 27.10 

营业成本 397,739,167.76 324,647,493.98 22.51 

销售费用 27,838,061.01 22,969,223.69 21.20 

管理费用 35,695,811.06 19,697,606.77 81.22 

财务费用 -4,593,601.17 -840,873.92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8,308,105.56 41,042,590.70 66.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2,567,446.17 -4,650,899.26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555,974.40 11,459,089.24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80,685.00 -29,543,655.10 不适用 

研发支出 15,155,176.85 8,020,438.83 88.96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合并报表范围增加张家港市大伟助剂有限公司。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系报告期营业收入增加，引起成本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系报告期营业收入增加，引起职工薪酬、运费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系报告期研发投入、职工薪酬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系报告期汇率的变动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合并报表范围增加张家港市大

伟助剂有限公司以及由于公司通过优化产品结构、提升采购成本控制能力使毛利率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增长，及销售回款良

好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支付项目建设增加及认购四川

汇安融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股权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借款减少所致。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研发项目个数增加所致。 
 
2、 其他 

（1）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公司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化，系报告期内合并报表范围增加张家港市大伟助剂有限公司。 

（2）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年初指定的发展计划有序开展。下半年公司将继续扎实推进各项工作以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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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目标。 
 
（二）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工业 531,595,519.11 390,506,082.07 26.54 27.14 22.17 增加 2.99
个百分点 

贸易 3,532,456.08 3,335,275.15 5.58 -34.15 -31.88 减少 3.15
个百分点 

合计 535,127,975.19 393,841,357.22 26.40 26.36 21.35 增加 3.04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阻燃剂 337,387,250.36 235,990,318.49 30.05 -8.65 -14.70 增加 4.96
个百分点 

聚合物多

元醇 
48,538,657.21 42,516,041.62 12.41 -4.25 -4.65 增加 0.37

个百分点 
特种脂肪

胺  
145,820,852.31 112,181,529.51 23.07               

其他 3,381,215.31 3,153,467.60 6.74 -1.93 -4.57 增加 2.58
个百分点 

合计 535,127,975.19 393,841,357.22 26.40 26.36 21.35 增加 3.04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行业和分产品情况的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535,127,975.19元，同比上年增长 26.36%，主要原因系报告期

内合并报表范围增加张家港市大伟助剂有限公司的特种脂肪胺销售 145,820,852.31 元，占营业收
入 27.05%。阻燃剂销售额有所下降，毛利率增加 4.96个百分点，主要原因系公司主要产能提升，
边际成本下降，销售单价有所下降，但主要原材料成本仍处于较低的水平。 
 
2、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境内 230,403,189.01 29.81 
境外 304,724,786.18 23.87 
合计 535,127,975.19 26.36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的说明 
报告期内，境内境外收入同时大幅增长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合并报表范围增加张家港市大伟助剂

有限公司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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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心竞争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核心竞争力未发生重大变化。各项研发、生产、营销等方面的综合竞争力进

一步提升： 

1、品牌优势 

万盛股份的商标在行业内享有较高的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产品销往美国、欧洲、日本、东

南亚等 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外市场均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良好的市场形象。 

2、产品优势 

公司的产品线丰富，广泛应用于家具及交通工具的各种垫材、隔音材料、保温材料、建筑板

材、仪表板、汽车外装部件、各种电子设备的外壳等众多领域，下游市场空间巨大。 

2015年公司完成对张家港市大伟助剂有限公司的收购，公司将在现有的有机磷系阻燃剂和聚
合物多元醇产品基础上，新增特种脂肪胺类产品、腰果酚等应用领域广泛，从而更加完善产品结

构。 
3、研发优势 

公司历来非常重视新产品与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工作，绝大部分产品均为自主研发。其中型号

为 WSFR-PX220、WSFR-SBDP的工程塑料阻燃剂以及硬泡阻燃剂 WSFR-TCPP产品的生产方法已获得

国家发明专利。 

4、客户优势 

有机磷系阻燃剂的下游行业主要为聚氨酯、工程塑料、软质 PVC材料、橡胶、环氧树脂、不

饱和树脂等行业，公司目前以聚氨酯和工程塑料客户为主，主要为拜耳材料科技(已于 2015 年 6

月更名为德国科思创)、巴斯夫、SABIC、朗盛、DEMILEC、三星、陶氏化学、金发等国内外知名的

化学工业品、改性塑料生产企业。这些行业龙头对于原材料供应商的要求非常严格，其所选定的

每一家供应商、采购的每一种原料往往都要经过长期的试验和论证。万盛股份与前述客户均建立

了稳定的合作关系，保证了公司业务的持续发展。 

后续将重点拓展新能源领域的阻燃剂研究与开发，紧跟行业发展的步伐，培育新的增长点。 

5、团队优势 

公司高层团队是一个“国际化”的团队，公司正在打造一个“专家化”的中层团队，实施培

养与引进相结合的人才措施，强化员工研发、工艺、安环、设备、品管等领域的综合能力，并在

财务、投资、人力资源管理、企划、信息化等领域引进专家型人才。 

 

（四）投资状况分析 
1、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出资 1,500 万元人民币向四川汇安融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增资

完成后，公司持有四川汇安融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5%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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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1）委托理财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合作方名

称 

委托

理财

产品

类型 

委托理财金

额 

委托理

财起始

日期 

委托理

财终止

日期 

报酬确

定方式 
预计收益 

实际收回本

金金额 
实际获得

收益 

是否

经过

法定

程序 

计提

减值

准备

金额 

是否

关联

交易 

是

否

涉

诉 

资金来源

并说明是

否为募集

资金 

关联

关系 

台州银行

临海崇和

支行 

保本

浮动

收益 
20,000,000.00 2015年

10月9日 
2016年
1月8日 

预计年

利率
4.0% 

199,452.05 20,000,000.00 199,460.00 是 0 否 否 否 其他 

合计 / 20,000,000.00 / / / 199,452.05 20,000,000.00 199,460.00 /  / / / / 

逾期未收回的本金和收益累计金额（元） 0 

委托理财的情况说明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进行委托理财的余额为0。 
 
3、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募集年份 募集方式 
募集资金 
总额 

本报告期已使用募

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总额 
尚未使用募集资

金总额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2014 首次发行 252,214,667.39 3,452,231.69 214,167,345.38 38,047,322.01 存储于募集资金专户及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2015 非公开发行 101,124,926.64 560,030.42 99,555,227.77 1,569,698.87 存储于募集资金专户 
合计 / 353,339,594.03 4,012,262.11 313,722,573.15 39,617,020.88 /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说明 

1、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已累计投入年产 44,000 吨磷酸酯阻燃剂项目 214,167,345.38 元。 
2、2015年 10月 29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 3,8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个月。公司已于 2016年 8月 11日将上述 3,800万
元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年 8月 12日披露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的《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归还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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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6年 6月 30日，非公开发行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1,569,698.87元。 
 
（2）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承诺项目名称 
是否变

更项目 
募集资金拟投

入金额 

募集资金本

报告期投入

金额 

募集资金累计

实际投入金额 

是否符

合计划

进度 

项目

进度 
预计

收益 
产生收

益情况 

是否符

合预计

收益 

未达到计

划进度和

收益说明 

变更原因及

募集资金变

更程序说明 
年产 44,000 吨磷
酸酯阻燃剂项目 

否 213,345,100 3,452,231.69 214,167,345.38 是 100.39          

研发中心项目 否 38,000,000 0 0                    
募集配套资金支

付标的公司 30%
股权现金对价等 

否 101,124,926.64 560,030.42 99,555,227.77 是 98.45 
         

合计 / 352,470,026.60 4,012,262.11 313,722,573.15 / /  / / / /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使用情况说明 
具体内容详见 2016年 8月 3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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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1、浙江万盛科技有限公司：万盛股份全资子公司，注册资金 5,300万元，经营范围：许可经

营项目：年产：盐酸 3,000吨（副产品）；一般经营项目：磷酸酯阻燃剂制造。截至 2016年 6月

30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20,555万元，净资产 14,662万元。报告期完成营业收入 16,898万元，

实现净利润 1,765万元。 

2、张家港市大伟助剂有限公司：万盛股份全资子公司，2015年 12月公司完成收购，该公司

于 2015年 12月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注册资金 4,000 万元，经营范围：CATE(2—乙基已胺

系列)制造、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化工原料及产品、纺织原料及产品购销。截至 2016

年 6月 30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18,665万元，净资产 14,747 万元。报告期完成营业收入 15,100

万元，实现净利润 2,153万元。 

 

3.2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一）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或调整情况 
2016年 4月 11日，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

截止 2015年 12月 31日的总股本 115,632,719股为基数，用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2.30元现金红利（含税），共计 26,595,525.37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154,940,859.94元结转
以后年度分配,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12股。公司已于 2016年 4月 26日将该利
润分配实施完毕。 
 
（二）半年度拟定的利润分配预案、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是否分配或转增 否 
每 10股送红股数（股） 不适用 
每 10股派息数(元)（含税） 不适用 
每 10股转增数（股） 不适用 

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的相关情况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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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4.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不适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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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6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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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Wansheng Material Science (USA) CO., LTD（以下简称“美国万盛”） 
5、Wansheng Europe B.V.（以下简称“欧洲万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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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家港市大伟助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伟助剂”） 
7、江苏万盛大伟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万盛”） 
8、杭州高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高诚”） 
9、杭州汇昇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杭州汇昇”） 
 

4.4 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
出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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