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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25                            证券简称：金力泰                            公告编号：2020-029 

上海金力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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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

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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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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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470,34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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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洋 滕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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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21-31156068 021-31156068 

电话 021-31156097 021-31156097 

电子信箱 knttzxx@knt.cn knttzxx@kn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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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营业务 

 

1、主营业务概况 

公司是集科研、生产、销售与服务于一体的高性能工业涂料民族品牌领军企业，聚焦深耕环保高性能的汽车涂料二十余

年。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乘用车、商用车、摩托车/电动车、农用机械、工程机械和轻工、零部件以及建筑幕墙的防护与装

饰，产品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此外，得益于公司深厚的技术沉淀与精耕细作的自主研发能力，公司是除国际知名涂料企业（PPG、BASF、立邦、艾仕

得、关西）以外，少数可向客户提供涂装全套解决方案的涂料企业。 

 

2、公司主要产品 

公司主要的产品包括：阴极电泳涂料、汽车面漆、工业面漆、轮毂涂料以及陶瓷涂料。目前，阴极电泳漆与面漆系公司

的拳头产品，2019年营业收入合计占总营业收入达91.31%。 

阴极电泳涂料与汽车面漆统称为汽车涂料，一般是指涂装在汽车等各类车辆车身及零部件上的涂料，已成为工业涂料最

重要的细分门类之一。标准的汽车车身涂装结构由电泳涂层与面漆构成，传统的面漆工艺由中涂涂层、色漆涂层与清漆涂层

构成，目前主流的免中涂B1B2面漆工艺则由色漆涂层与清漆涂层构成。 

 
图1：公司主营产品与功能 

 

 

（1）阴极电泳涂料 

阴极电泳涂料是一种以水溶性（或水乳型）树脂为成膜基料，利用微粒表面的电荷特性，采用电泳法进行施工的涂料，

并作为低污染且环保的新型涂料对金属表面起到良好的保护性和防腐作用。阴极电泳涂料具有涂膜平整，耐水性和耐化学性

优良等特点，容易实现涂装工业的机械化和自动化，适合形状复杂，有边缘棱角、孔穴工件涂装，已作为不可或缺的涂层广

泛应用于汽车车身、车架、零部件、轻工产品、机械产品及各类钢铁件等对防腐蚀性能有较高要求的金属表面。 

阴极电泳涂料与阴极电泳涂装工艺、涂装设备及其配套的附属装置等一起构成了电泳涂装技术。这种技术是为适应汽车

车身的涂装技术要求，解决传统的刷涂、喷涂、浸涂等车身底漆涂装工艺中存在的问题而开发和发展起来的新型涂装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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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涂装技术相比，具有适用流水线作业、涂料利用率高（达95%以上）、水性安全环保（VOC 排放量低）、工件内部涂覆

性好、耐腐蚀性好、涂装效果均匀平滑、装饰效果好等优越性。因此，电泳涂装技术已成为汽车车身涂覆底漆工艺的主流涂

装方法，阴极电泳涂料则是电泳涂装的必备材料之一。 

报告期内，公司是在国内阴极电泳涂料领域的领军企业，在核心技术、生产能力、市场占有率方面具备与国际品牌相抗

衡的能力，且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阴极电泳涂料产品体系，覆盖了包括乘用车与商用车、农业机械、工程机械、摩托车/电

动车、汽车零部件、轻工零部件等目标市场。 

在产品特性方面，公司致力于向客户提供具有优异耐盐雾性能、高边角保护性能、高耐候性能、高泳透力的，且能够配

套绿色前处理的薄膜型高防腐车身电泳漆，以符合客户对电泳漆的差异化需求。此外，公司生产的工业电泳涂料中，有专用

产品可满足高柔韧、无铅无锡等定制化需求；多彩电泳则实现了单电泳涂膜对耐蚀性能以及彩色外观的双重要求。 

 
图2：车身电泳图片 

 

（2）面漆 

公司的面漆产品分为汽车面漆、工业面漆两大类。 

①汽车面漆产品 

a.车身、零部件面漆产品 

汽车面漆在整个涂层中发挥着必不可少的装饰和保护作用。

汽车面漆与其他面漆不同，由于汽车本身价格昂贵，加之常年经

历四季变化的历练，这就要求面漆在极端温变湿变、风雪雨雹的

气候条件下不变色、不失光、不起泡和不开裂。面漆涂装后，要

求漆膜外观丰满、无明显橘皮、鲜映性好，从而使汽车车身具有

高质量的美感和协调性。另外，面漆还应具有足够的硬度、抗石

击性、耐化学品性、耐污性和防腐性等性能，使汽车外观与漆膜

性能在各种条件下保持不变。 

公司生产的汽车面漆产品包含溶剂型和水性两条产品线，涵

盖了中涂漆、底色漆和罩光清漆三种类型的产品。公司的面漆产

品均为自主研发，核心原材料主要来源于自主合成，使得公司具

备较强的配方优化和成本控制能力，向客户提供更具竞争力的产品。                图3：汽车面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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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目前是业内少数具备向客户提供代表目前涂装技术最先进及市场接受度最高的、应用于高端乘用车、商用车的主流

紧凑型免中涂B1B2面漆产品的涂料企业。此外，公司推出的水性1C1B面漆工艺产品，该产品可嵌套于常规工艺中，相较其他

国际知名涂料企业无法在商用车的面漆涂装工艺上实现“混线生产”的缺点，公司该产品施工窗口较宽，可实现“混线生产”，

进而精简生产工艺、降低客户生产成本，受到主流商用车客户的好评。 

除上述B1B2、1C1B面漆产品外，公司亦同时提供3C1B、2C1B、3C2B等工艺的面漆产品，构筑了“全涂装工艺覆盖”的面

漆产品体系。产品线包括高温车身面漆、塑料零部件（保险杆、后视镜）低温漆、其他零部件面漆、车身内外饰涂料等。 

 

b.轮毂漆 

轮毂漆由色漆和清漆组成，由色漆赋予车轮精美的外观和良好的美

学视觉，后由清漆完成对色漆和底材的防护，二者配合完成对车轮的精

饰和防护作用，延长车轮的使用寿命，提升车轮的市场价值。轮毂作为

汽车不可或缺的配件之一，公司的轮毂漆产品未来有着广阔的增量空间。 

公司轮毂漆产品主要用于乘用车铝轮毂表面，产品遮盖性好、流平

性佳、耐高温、施工性和重涂性优良，处于行业标杆地位，获得发明专

利7项，实用新型专利16项，正在申请中的发明专利3项。作为主要起草

方参与《乘用车铝车轮涂层技术条件》CSAE标准的制定，标准号为

CSAE98-2019；通过大众认证，作为大众之推荐轮毂漆供应商；产品通过

沃尔沃及上汽乘用车认证；产品性能符合大众公司《合金轮毂的表面防

护》TL-239标准及上汽公司《车轮有机涂层试验方法》CVTC54028标准。                  图4：轮毂漆产品 

 
                                                          

②工业面漆产品 

公司工业面漆产品包括工程机械漆、陶瓷涂料、一般工业（压缩机、家电等）涂料。 

a. 工程机械漆 

工程机械漆为低温烘烤产品，包括溶剂型产品和水性产品。目前广泛应用的溶剂型产品为成熟产品，具有外观优良、防

腐性和耐化学性、施工稳定等优点。依托汽车面漆的颜色平台，公司工业面漆产品具备极强的色彩开发能力，可满足不同客

户的差异化需求。此外，环保性的水性产品也完成技术储备，目前已在多个客户试线通过。 

b. 陶瓷涂料 

陶瓷涂料相对于以有机树脂作为主要成分的传统涂料而言，具有耐高温、不燃性、高硬度、超强耐候、自清洁等优势，

且不含有机溶剂。 

公司陶瓷涂料可达到A1级防火等级及9H超高硬度，产品采用全水性绿色环保体系，具有低VOC排放、阻燃、抗菌、耐沾

污、自清洁等特点，产品技术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可广泛应用于建筑外墙、室内装饰、窗门型材的涂装，在地铁站、高铁站、

隧道、医院等公共建筑中具备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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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陶瓷涂料在地铁站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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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3,501,962.57 808,740,496.43 0.59% 797,765,788.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080,764.63 11,074,247.10 171.63% 47,354,949.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898,225.86 6,085,207.54 161.26% 47,125,931.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363,862.58 -26,968,283.60 342.37% 88,254,448.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40 0.024 166.67% 0.10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40 0.024 166.67% 0.1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6% 1.25% 2.11% 5.39%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1,176,646,533.61 1,149,923,690.16 2.32% 1,210,759,304.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09,804,083.09 880,610,631.11 3.32% 890,783,97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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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506,361.50 185,883,714.96 199,804,451.55 251,307,434.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92,737.82 11,433,620.79 9,441,527.07 4,412,878.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248,434.91 3,826,411.02 8,917,287.33 -1,093,907.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087,348.83 -952,440.07 43,188,739.53 49,214,91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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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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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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76 

年度

报告

披露

日前

一个

月末

普通

股股

东总

数 

18,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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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华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00% 94,07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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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方圆－东方 25 号私募投

资基金 

其他 2.51% 11,787,500 0   

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方圆－东方 15 号私募投

资基金 

其他 1.77% 8,305,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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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家喜 境内自然人 1.50% 7,059,800 0   

万汇置业（深圳）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7% 6,921,100 0 质押 3,144,655 

石河子怡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1.42% 6,673,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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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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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宁夏华锦直接持有金力泰 20.00%的股份，实际可支配金力

泰 24.54%的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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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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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主营业务开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1,350.2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0.59%；实现营业利润2,869.3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07.25%；实现利润总额3,246.4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90.0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008.08万元，同比增长

171.63%。 

（二）经营情况回顾 

1、阴极电泳涂料 

报告期内，公司阴极电泳漆营业收入46,198.76万元，占总营业收入的56.79%，毛利率24.22%，2019年主要工作如下： 

（1）车身用配套绿色前处理阴极电泳漆 

2019年，公司配套绿色前处理的车身用高泳透力薄膜型产品得到进一步优化与推广，产品性能优异、质量稳定，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为公司在高端乘用车领域的业务拓展打开局面。该产品杜绝了磷化处理的污染排放，填补了公司在薄膜前处理

车身电泳领域的空白，相继拓展了自主品牌乘用车、SUV、MPV等市场领域。使用高泳透力的电泳涂料可以在较低的成本下达

到高防腐要求，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适应高环保的要求，降低综合涂装成本。报告期内，该产品因其优异的性能及价格表

现，已成功实现向多个品牌主机厂批量供货。 

（2）高防腐阴极电泳漆 

2019年，为应对客户要求的提升，公司开发出具备高防腐性能的阴极电泳产品，可应用于车架、汽车配件及其他工业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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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要求，产品核心技术表现在优异的防腐蚀性能和循环腐蚀交变试验性能；良好的底材适应性，尤其在粗糙铸铁件表面具有

独特的耐腐蚀优势，并拥有优异的边角防护性能。此外，产品的低VOC排放属业内领先水平，通过了国家涂料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检验，耐中性盐雾试验1,200小时。报告期内，产品顺利完成国内知名乘用车品牌的产品验证以及涂装线切换，打开了

国内高端乘用车市场拓展的局面。 

2019年11月，产品通过上汽大众标准TL260中的X630和X634表面保护测验（要求60个周期的循环腐蚀交变试验测试），尤

其在高标准耐蚀测试中，表现出优异的腐蚀抑制和锐变保护能力，综合性能达到国际品牌同类型产品表现。这一结果标志着

公司自主研发的电泳漆产品已达到国际品牌乘用车品质要求，为公司服务乘用车市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高性能耐候型阴极电泳漆产品优化 

公司耐候型阴极电泳产品主要应用于汽车车架等工件涂装，产品经过多年开发优化形成耐候性强的特点，即经受如光照、

冷热、风雨、细菌等气候造成的综合破坏耐受能力考验，拥有稳定的客户群体。伴随客户对于产品性能要求的提升，2019

年公司完成耐候型电泳漆产品升级，推出新一代耐候产品，具备固化温度低、耐候等级高、盐雾性能优、施工作业性好等优

点。 

（4）公司在工业电泳领域继续进行产品优化及新产品开发，秉持模块化设计及开发的思路，将产品配方按外观、防腐、

耐候、多彩、机械性能、烘烤温度以及施工性能等进行模块划分及组合，针对不同客户要求提供不同性能定制的产品，解决

客户产品升级需求，提升产品竞争力。 

2、面漆 

报告期内，公司面漆营业收入28,085.45万元，占总营业收入的34.52%，毛利率28.96%，2019年主要工作如下： 

（1）汽车面漆 

报告期内，在水性面漆方面，公司紧跟面漆水性化的技术发展趋势，深入研究水性面漆前沿技术并对现有产品进行持续

优化；在溶剂型面漆方面，公司积极优化改良高固体份面漆这一符合我国汽车工业现状的面漆产品，便于客户在“油改水”

大趋势下优先满足国家VOC排放标准，避免了客户因切换水性工艺而导致的成本剧增。此外，为应对老客户溶剂型涂装线的

水性化升级改造，公司向客户推出了水性3C2B（3C1B）涂装工艺产品；对于新客户与新的涂装线，公司大力推广技术创新、

环保节能的紧凑型免中涂B1B2与1C1B涂装工艺。报告期内，公司水性面漆产品优化升级情况如下： 

①传统水性漆产品：2019年水性面漆3C2B产品性能持续优化，对标国际品牌产品，性能及外观与竞品持平，已在国内多

家知名主机厂的涂装线上批量供应。 

②主流紧凑型免中涂 B1B2工艺面漆：B1B2工艺系目前涂装技术最先进及市场接受度最高的、应用于高端乘用车、商用

车的面漆涂装工艺，系针对客户减少涂装线投资，提升涂装效率的需求而开发。该体系较3C2B可大幅降低涂料固化烘烤的能

耗，显著降低成本，同时可提升现场组装节拍，提升生产效率。报告期内，公司的B1B2面漆产品已实现国内知名主机厂的成

功试线。 

③1C1B成本型工艺面漆：2019年，针对部分对涂装成本控制要求较高的商用车主机厂，公司推出了水性1C1B面漆工艺产

品，该产品可嵌套于常规工艺中，相较其他国际知名涂料企业无法在商用车的面漆涂装工艺上实现“混线生产”的缺点，公

司该产品施工窗口较宽，可实现“混线生产”，进而精简生产工艺、降低客户生产成本，受到主流商用车客户的好评。 

④轮毂漆：报告期内，轮毂漆产品通过了沃尔沃及上汽乘用车认证，并作为“推荐油漆供应商”应用于各个配套轮毂制

造厂。另外，2019年公司作为中国汽车工程协会国内首个铝车轮技术标准的主要起草方，参与CSAE98-2019《乘用车铝车轮

涂层技术条件》标准制定，夯实行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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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水性面漆工艺 

（2）工业面漆 

报告期内，公司环保型工业水性面漆产品全面完成了技术储备与推广的重大突破，产品核心性能已达到行业标杆水平，

可完全满足相关客户的水性化配套需求，目前已在多个客户上线成功。在技术创新方面，基于环保法规的要求以及客户对涂

装工艺与涂料性能要求的进一步提升，公司自主开发了多款针对工业涂料领域的水性面漆产品。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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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极电泳漆   461,987,631.36 111,906,238.50 24.22% -5.79% 25.31% 6.01% 

面漆 280,854,474.38 81,335,044.76 28.96% -3.83% 32.23% 7.90% 

陶瓷涂料 9,813,025.19 4,536,339.41 46.23% 120.33% 110.86%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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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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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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影响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

通知》（财会〔2019〕6号）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

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本公司对财务报表格

式进行了相应调整。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分拆为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

款 ”，应收票 据本期余额 4,759,196.06 元， 上期余额

124,391,805.51元；应收账款本期余额317,021,677.72元，上期

余额345,860,117.08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分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

应付票据本期余额64,833,592.11元，上期余额38,060,000.00

元；应付账款本期余额 114,516,279.37 元，上期余额

150,442,461.04元； 

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

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

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以及《企业会计准

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前

述准则，并根据前述准则关于衔接的规定，于2019年1月1日对

财务报表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详见“第十二节、五、44、(3)2019年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新收入准则或新租赁准则调整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

目情况”。 

财政部于2019年先后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财会[2019]8号）和《关于

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的通知》（财会

[2019]9号），通知规定对于2019年1月1日起至相关准则施行日之

间发生的交易，应根据相关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 月1 日

之前发生的交易，不需要进行追溯调整。 

无相关影响。 

其他说明： 

新金融工具准则将金融资产分为三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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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融资产，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在新金融工具首次施行日，本公司以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

模式以及该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对金融资产进行重新分类。新金融工具准则以“预期信用损失法”替代了原金融工具准

则中的“已发生损失法”。 

本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相关规定，于准则施行日，对金融工具进行以下调整： 

1）本公司将以前年度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权益投资重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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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和不可撤销地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本公司将对银行理财产品重分类至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 

3）本公司将以前年度分类为应收票据的金融工具重新分类为应收款项融资。 

3）本公司根据“预期信用损失法”对金融工具的减值情况进行了评估，经本公司评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下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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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损失法对本年合并及公司财务报表所列示的金额或披露并无重大影响。 

本公司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2019年1月1日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各项目的影响请见“第十二节、五、44、(3)2019

年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新收入准则或新租赁准则调整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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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公司出售上海阿德勒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自出售之日起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出售上海阿德勒股权相关信息详见“第四节、六、2、出售重大股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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