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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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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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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234,331,485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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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大华特 股票代码 00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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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智胜 田    波 

办公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 17703 号  华特广场  

A422 

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 17703 号  华特广场  

A422 

传真 0531-85198602 0531-85198602 

电话 0531-85198606 0531-85198601 

电子信箱 fzs@sd-wit.com tbo@sd-wit.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介绍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未发生变化。公司产业布局为有限多元，重点发展医药环保主营业务，同时还包括教育、

材料、电子信息、自有物业出租等业务。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逐步形成了以母公司管理总部为投资决策中心，各经营单位

为成本利润中心的经营管理模式，下辖子公司、分公司、事业部共9个经营单位。管理总部负责制定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和

年度经营计划，建立并完善统一的管理制度和公司内控管理体系，设立职能部门对经营单位进行指导、监督。经营单位根据

公司基本管理制度和内控建设要求，建立符合自身特色的管理体系，实行专业化经营，以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客户需求，

开拓创新，实现内涵式发展。 

医药业务由子公司山东达因海洋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达因药业以“使千千万万中国儿童健康强壮”为使命，专注

于儿童健康领域产品的研发和生产，现有产品主要有儿童药品、儿童食品和儿童用品等。达因药业坚持“量身定制儿童药”

的研发理念，不断开发和丰富系列儿童药品，主要产品包括维生素AD滴剂（伊可新）、复方碳酸钙泡腾颗粒、甘草锌颗粒、

右旋糖酐铁颗粒、口服补液盐散、阿奇霉素颗粒、利福昔明干混悬剂、二巯丁二酸胶囊等，其中“伊可新”为全国驰名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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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得消费者认可，多年来一直位居同类产品市场占有率第一。 

公司拥有多项环保技术及产品，业务涵括了水处理、大气治理、固废治理等主要环保污染治理领域，具备环境问题综合

解决能力。环保板块有三个经营单位，全资子公司华特环保工程公司是国内最早进入烟气污染治理行业的公司之一，主要从

事脱硫、脱硝、除尘等大气治理业务，公司以优质的服务和精品工程赢得了客户的广泛赞誉，在业内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华特环保分公司聚焦水处理领域，致力于成为“智慧协同消毒”专家，主要制造和销售二氧化氯发生器、次氯酸钠发生

器、臭氧发生器、滤池滤布、水处理控制系统等环保设备及产品，是业内消毒产品最为齐全的厂家；华特环保科技事业部有

自主的臭氧高级氧化技术、微生物技术、河道生态治理技术等污染治理前沿技术，主要从事生态治理、高难工业废水治理、

城市河道黑臭水体治理等业务。 

2、行业现状 

医药行业：2018年国家医保局成立后，统筹推进医保、医疗、医药“三医联动”改革，以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为突破口，

大幅降低药品价格，带量采购从“4+7”试点迅速扩围至全国；通过医保谈判，持续动态调整医保目录，疗效确切、临床急需

的创新药快速进入市场；加快医保支付改革，引导医疗资源合理配置，提高医保资金使用效率。医改政策与国际发达国家高

度接轨，对我国医药制造行业格局产生了深刻影响。一致性评价作为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的入围标准，引导企业产品结构升级，

淘汰落后产能；产品竞价入围，一方面倒逼企业降低成本，节约费用，另一方面促进企业积极实施原料、制剂一体化经营。

药企销售模式发生根本性变化，有效减少交易成本，净化医药流通环节，使医药营销回归专业化。在新的政策环境下，医药

制造龙头企业优势更加明显。尽管控费政策持续实施，但在刚需拉动下，行业仍保持一定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主要财务指标数据，2019年，医药制造业营业收入比2018年增长7.4%，利润总额增长5.9%。 

环保行业：2019年，国家继续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决策部署，坚持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

推动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关键进展，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2019年环保行业整体经营状况好转，但竞争加剧，低壁垒业务

毛利更低，部分企业经营苦难。在严峻的市场环境下，环保企业积极寻求转型，重塑业务结构，很多工程类环保公司逐步向

增长稳健、有现金流支撑、业务壁垒高的运营或设备类业务转化。行业内的兼并重组更加频繁，实力雄厚的部分央企、国企

通过获得环保上市公司股权快速进入环保行业，行业竞争格局发生较大变化。环保行业的竞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环保企业

需定位清晰，苦炼内功建立技术、资源等核心竞争力，方有可能实现长远发展。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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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1,799,947,846.95 1,526,231,270.06 17.93% 1,767,233,195.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4,102,270.09 129,690,458.85 57.50% 243,200,947.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1,890,297.00 149,297,632.85 28.82% 239,132,177.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3,541,497.40 538,562,683.42 -54.78% 426,108,916.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7 0.55 58.18% 1.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7 0.55 58.18% 1.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26% 8.42% 增加 3.84 个百分点 17.50%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总资产 3,152,463,167.36 2,899,711,204.80 8.72% 2,775,008,183.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31,138,508.43 1,597,914,418.14 8.34% 1,499,444,839.6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19,791,327.93 491,545,305.76 503,603,266.85 485,007,946.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919,638.68 64,902,047.57 65,665,252.52 49,615,3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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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635,184.96 63,943,592.58 63,351,331.26 40,960,188.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6,705,465.97 -1,972,027.57 175,209,487.39 147,009,503.55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5,64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7,64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末表

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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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山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72% 48,544,340 0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其他 4.53% 10,619,516 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双擎升级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4.07% 9,546,685 0  0 

尹俊涛 境内自然人 2.67% 6,246,237 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创新升级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96% 4,599,955 0  0 

#杜水萍 境内自然人 1.54% 3,602,100 0  0 

#陈慧霞 境内自然人 1.32% 3,100,000 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多元新兴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4% 2,670,009 0  0 

#魏菲 其他 1.13% 2,651,968 0  0 

广发基金－国新投资有限公司－广发基金－国新 2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03% 2,417,747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杜水萍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589,900 股，陈慧霞通过安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票 3,100,000 股，魏菲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642,068 股。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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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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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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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宏观经济形势，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团结一心，凝神聚力，按照“切实加强内控管理，严

格防范经营风险，解放思想、把握机遇、创新发展” 的经营工作方针，细化落实具体措施，关注工作进度，扎实推进各项

工作，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公司的资产质量进一步提高，持续发展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1、加强全面预算管理，确保实现年度经营目标。立足市场，加强对经营单位的指导、监督，关注运营质量，防范经

营风险，公司整体经营状况良好，经营业绩稳步上升。达因药业着力研发、生产平台建设，坚持市场创新与品牌建设，取

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公司环保业务板块加强新业务开拓，产品更加丰富，市场领域进一步扩大，2019年环保板块收入较

去年有较大幅度增长。 

2、以内控建设为主线，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内控建设常抓不懈，根据管理和实践的需要，2019年公司重新编纂了规章

制度，修订了内控手册，更新了业务流程。通过日常监督、重点检查、年度评价与内控审计等措施，保障内控实施落地。

转变工作作风，实现管理下沉，深入一线真抓实干，注重管理实效，公司整体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3、优化创新平台，技术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公司继续加大研发投入，鼓励开拓创新，增强持续发展的能力。管理总部

设立了环保研究院，加强环保新业务、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达因药业以儿童临床需求为导向，坚持技术创新，研发工

作积极稳妥地推进，2019年获得口服补液盐散、蒙脱石散两个产品的生产批件，公司儿童药物产品线更加丰富。 

4、加强团队建设和企业文化建设，增强凝聚力。党建工作有声有色，将党建和企业管理工作密切结合，充分发挥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优化员工激励考核政策，加强企业价值观的宣传和引导，树立干事创业、

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加强团队建设，吸收优秀人才加盟华特事业，加强员工队伍培训。充分发挥工会的作用，激发员工

参政议政的热情，积极开展各类文体活动，丰富员工生活。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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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医药产品 1,073,692,193.71 365,195,282.85 84.52% 18.43% 45.96% -0.45% 

环保设备及工程 337,936,285.44 19,042,609.82 22.83% 36.11% -5.47% -2.46% 

教育 211,605,930.55 30,118,682.90 20.83% 15.00% 6.29% -3.02%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9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2亿元，较上年增长54.3%，主要是由于公司医药业务利润增加所致。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 

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订）》（财会〔2017〕

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

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

订）》（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

则。 

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19年3月26日决议通过，本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前述新金融工具准

则。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所有已确认金融资产，其后续均按摊余成本或公允价值计量。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以本公

司该日既有事实和情况为基础评估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以金融资产初始确认时的事实和情况为基础评估该金融资产上

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资产分为三类：按摊余成本计量、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及按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其中，对于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权益工具投资，当该金融资产终止确认

时，之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将从其他综合收益转入留存收益，不计入当期损益。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本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投资、租赁应收款、合同资产及财务担保合同计提减值准备并确认信用减值损失。 

本公司追溯应用新金融工具准则，但对于分类和计量（含减值）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融工具准则不一致

的，本公司选择不进行重述。因此，对于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本公司调整2019年年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以

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2018年度的财务报表未予重述。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公司的主要变化和影响如下： 

——本公司持有的某些股权收益权等，其收益取决于标的资产的收益率，原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由于其合同现

金流量不仅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本公司在2019年1月1日及以后将其重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列报为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A、首次执行日前后金融资产分类和计量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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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单位：元 

2018年12月31日（变更前） 2019年1月1日（变更后）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125,747,810.11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139,993,048.16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212,531,939.51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198,286,701.46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以成本计量（权益工

具） 

102,526,522.25 其他非流动金融

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102,526,522.25 

b、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单位：元 

2018年12月31日（变更前） 2019年1月1日（变更后）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6,232,413.06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6,814,413.06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77,852,086.30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77,270,086.3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以成本计量（权益工

具） 

2,526,522.25 其他非流动金融

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2,526,522.25 

B、首次执行日，原金融资产账面价值调整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的新金融资产账面价值的调

节表 

a、对合并报表的影响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变更前）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年1月1日（变更后） 

摊余成本：     

应收票据 125,747,810.11    

加：应收账款转入  14,245,238.05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139,993,048.16 

应收账款 212,531,939.51    

减：转出至应收票据  14,245,238.05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198,286,701.46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    

加：自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原准则）

转入 

 102,526,522.25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102,526,522.25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原准则） 102,526,522.25    

减：转出至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102,526,522.25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 

b、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变更前）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年1月1日（变更后） 

摊余成本：     

应收票据  6,232,413.06     

加：应收账款转入  582,000.00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6,814,413.06 

应收账款 77,852,086.30    

减：转出至应收票据  582,000.00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77,270,086.3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    

加：自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原准则）

转入 

 2,526,522.25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2,526,522.25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原准则） 2,526,5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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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转出至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2,526,522.25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 

C、首次执行日，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调节表 

a、对合并报表的影响 

                                                                                      单位：元 

计量类别 2018年12月31日（变更前）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年1月1日（变更后） 

摊余成本：     

应收票据减值准备  440,574.37  440,574.37 

应收账款减值准备 22,864,420.38 -440,574.37  22,423,846.01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 3,501,002.05 -3,501,002.05  —— 

b、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单位：元 

计量类别 2018年12月31日（变更前）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年1月1日（变更后） 

摊余成本：     

应收票据减值准备  18,000.00  18,000.00 

应收账款减值准备 14,503,529.74 -18,000.00  14,485,529.7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 3,501,002.05 -3,501,002.05  —— 

D、对2019年1月1日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未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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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8年12月12日，山东达因海洋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过注销子公司“山东

达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2019年3月，山东达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完成注销程序。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任年峰                                        

         二〇二〇年三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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