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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一.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1�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2� �公司负责人高献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三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乐雁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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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040,286,018.80 2,077,288,713.94 -1.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64,360,199.02 1,135,509,799.48 2.5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186,798.54 -50,697,223.59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464,219,630.48 281,652,742.82 64.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456,917.64 5,136,299.39 415.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1,424,302.17 3,712,491.53 477.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0 0.47 增加1.8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2 4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02 400.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717,388.95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264,750.00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0,084.51

所得税影响额 -909,438.97

合计 5,032,6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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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总数（户） 14,28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临海市万盛投资有

限公司

74,657,000 29.50 0 质押 62,127,690 境内非国有法人

高献国 25,702,753 10.16 0 质押 20,965,710 境内自然人

高峰 8,014,572 3.17 0 质押 7,214,600 境内自然人

周三昌 7,746,963 3.06 0 质押 7,408,300 境内自然人

龚卫良 7,473,266 2.95 7,473,266 质押 7,000,000 境内自然人

郑国富 6,433,403 2.5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高远夏 5,946,670 2.35 0 质押 4,970,000 境内自然人

勇新 4,982,177 1.97 4,982,177 无 0 境内自然人

金译平 4,786,770 1.8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高强 3,988,534 1.58 0 质押 1,220,00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临海市万盛投资有限公司 74,657,000 人民币普通股 74,657,000

高献国 25,702,753 人民币普通股 25,702,753

高峰 8,014,572 人民币普通股 8,014,572

周三昌 7,746,963 人民币普通股 7,746,963

郑国富 6,433,403 人民币普通股 6,433,403

高远夏 5,946,670 人民币普通股 5,946,670

金译平 4,786,770 人民币普通股 4,786,770

高强 3,988,534 人民币普通股 3,988,534

朱立地 2,632,624 人民币普通股 2,632,624

吴冬娥 2,119,910 人民币普通股 2,119,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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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期金额 年初金额 异动比例 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25,000,000.00 不适用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会计政策变

更，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调整至

“交易性金融资产”项目。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

167,500.00 -100.00%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外汇期权波动

所致。

预付款项 4,313,781.09 8,040,816.39 -46.35%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预付的原材料

款项减少所致。

其他应收款 3,612,637.21 1,396,804.20 158.64%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万盛大伟新开

展进料加工业务， 海关征收的保证

金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5,000,000.00 -100.00%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会计政策变

更，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调整至

“交易性金融资产”项目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1,013,319.45 不适用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子公司昇显微

电子发生装修费用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6,593,630.52 11,397,562.09 -42.15%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年产48,000吨

高效环保型阻燃剂、 腰果酚项目持

续投入，引起预付款减少所致。

短期借款 226,065,302.64 165,000,000.00 37.01%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增加借款所

致。

交易性金融负债 186,000.00 不适用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外汇期权波动

所致。

预收款项 11,125,362.02 7,686,815.09 44.73%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预收款业

务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4,671,152.23 30,862,901.70 -52.46%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发放年终

奖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844,323.28 1,250,262.10 -32.47%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汇率波动所

致。

2.�报告期末公司利润构成变动情况的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去年同期金额 异动比例 原因

营业收入 464,219,630.48 281,652,742.82 64.82%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年产10万吨特种脂肪胺

系列产品项目一期工程、 年产43,500吨磷酸

酯无卤阻燃剂项目产能持续释放所致。

营业成本 367,272,846.47 231,709,986.72 58.51%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年产10万吨特种脂肪胺

系列产品项目一期工程， 年产43,500吨磷酸

酯无卤阻燃剂项目产能持续释放所致。

税金及附加 3,450,559.92 2,090,465.88 65.06%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销售业务增长所致。

销售费用 26,022,908.31 13,718,488.60 89.69%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销售规模扩大引起的运

费增长所致。

管理费用 17,445,987.11 12,533,959.69 39.19%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开展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产生费用所致。

研发费用 12,774,716.06 5,219,688.33 144.74%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加大对研发的投入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038,943.74 -100.00%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会计政策变更，将坏账准

备调整至“信用减值损失项目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3,812,036.27 不适用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会计政策变更，将坏账准

备调整至“信用减值损失”项目所致。

其他收益 5,717,388.95 1,399,227.60 308.61%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618,250.00 1,564,034.38 -60.47%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购买的理财产品及与原

材料相关产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2,250.00 248,335.86 -99.09%

主要原因系上期收到大伟助剂搬迁补偿款所

致。

营业外支出 42,334.51 833,187.36 -94.92%

主要原因系上期大伟助剂搬迁支付员工安置

费所致。

3.�报告期末公司现金流量项目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现金流量项目 本期金额 去年同期金额 异动比例 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2,186,798.54 -50,697,223.59 不适用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销售增长引起

货款回收增加以及购买商品、 劳务

支出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6,427,501.04 52,899,327.53 不适用

主要原因系上期收回并购重组定金

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的影响

-2,671,432.03 -5,159,542.59 48.22%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汇率波动所

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一、关于张家港大伟助剂有限公司未完成业绩承诺的补偿事项

2015年12月，公司完成收购张家港大伟助剂有限公司，根据《重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与交

易对方龚卫良、勇新、黄德周、龚诚签订了《关于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

盈利补偿及奖励协议》，交易对方龚卫良、勇新、黄德周和龚诚承诺，大伟助剂2015年度、2016年度 、

2017年度和2018年度实现的经审计税后净利润和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税后净利润两者中孰低

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4,000�万元、4,500万元、5,000万元和 5,500万元。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重大资产重组购入资产盈利承诺实现情况鉴证

报告》，大伟助剂2018年度未实现业绩承诺。 2019年4月1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张家港市大伟助剂有限公司2018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原股东对公司进行业绩补

偿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将相关议案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启动大伟原股东

对公司业绩赔偿具体事宜。

公司将持续关注大伟助剂未来的经营情况，并将持续关注补偿措施的执行情况，公司按照相关规定

及时披露后续进展。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高献国

日期 2019年4月19日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下转B189版）

一 重要提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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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以截止2018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253,073,101.00股为基数， 用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1.5元现金红利（含税），共计37,960,965.15元，剩余未分配利润348,788,026.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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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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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 浙江临海两水开发区聚景路8号 浙江临海两水开发区聚景路8号

电话 0576-85322099 0576-85322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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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

1、有机磷系阻燃剂

公司专业从事有机磷系阻燃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在二十余年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过程中，公司始

终以技术创新为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坚持差异化的发展战略，不断推出满足不同客户需求的新产品。主

要产品包括聚氨酯阻燃剂（聚氨酯软泡阻燃剂和聚氨酯硬泡阻燃剂）、工程塑料阻燃剂等两大类20多个

主要品种。产品主要应用于航天、汽车、电子、建筑以及家具等领域，在行业内享有较高的品牌影响力和美

誉度，产品远销美国、欧洲、南美、韩国、日本、东南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分别在美国、香港、欧洲设立

全资子公司，已同拜耳、陶氏化学、科思创、巴斯夫、SABIC、金发科技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建立了长期的合

作关系。

2、特种脂肪胺

大伟助剂主营业务为从事特种脂肪胺类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其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1年本）（修正）》中的“高效环保催化剂和助剂等精细化学品” ，属于国家鼓励类产业。大伟助剂多

年来聚焦于特种脂肪胺类精细化工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已形成了一定的规

模，在细分市场中居于领先位置。主要客户包括陶氏化学、巴斯夫、赢创工业集团、万华化学等国内外知名

企业，大伟助剂与客户保持比较稳定的合作关系，且产品处于供不应求状态。

3、聚合物多元醇

公司生产聚合物多元醇（POP）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好的维护阻燃剂下游客户关系以及争取潜在的

阻燃剂客户，该业务占公司毛利总额的比重在10%左右，影响较小。 聚合物多元醇（POP）2016年、2017

年、2018年的收入占比分别为：9.08%、9.51%、1.8%，报告期公司已逐渐退出聚合多元醇产业。

（二）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的主要原材料包括环氧丙烷、苯酚、双酚A、三氯氧磷、正癸酸、聚醚PPG等。 公司通过公式定价、

招投标采购、合约采购和市场化采购等不同的策略对这些原材料进行采购管理。 辅料的采购主要参考公

开信息价格、原材料供需情况，并结合订单及库存状况，决定原材料采购时机。

总体来讲，公司的经营模式为以销定产，通过上述的采购管理制度，公司尽量将原材料市场的波动风

险掌握在可控范围，规避原材料成本变动的风险。

2、生产模式

公司的生产模式基本为以销定产，即按照客户订单组织生产。每个月中旬，按照销售部门提供的销售

合同及销售预算，编制下个月的生产计划。每周定期核查各类产品的库存量，根据销售计划和实际库存量

合理调整每周的生产计划，并编制生产计划单，上报分管生产的副总经理进行审批。厂长及车间主任根据

生产计划组织生产，完成生产任务。

3、销售模式

公司销售模式以直销为主、经销为辅的方式进行。

公司针对内销市场，尤其是终端客户分布较为集中的区域，主要采取直销方式。 公司分别在广州、上

海等地派驻销售代表，连同公司本部营销部门共同开展国内客户的直销业务。对于市场规模较小的地区，

公司基本上通过经销商销售。

外销方面，对于主要客户如拜耳、科思创、SABIC、巴斯夫、陶氏化学等，均采用直接销售；对于阻燃

剂市场比较成熟的欧美地区，公司除了对主要客户直销外，也通过经销商来服务当地的中小客户。公司美

国、欧洲子公司设立以来，公司在美国市场和欧洲市场的直销比例逐渐提高。

（三）行业情况

1、阻燃剂

近几年来，为适应防火标准提高的需求，阻燃剂技术得到加速发展，应用领域不断拓展，许多新型、高

效、环保的阻燃剂层出不穷，其市场用量呈持续增长趋势，销售规模日益扩大。当前，全球阻燃剂的总用量

在各类塑料助剂中居第二位， 仅次于增塑剂， 已成为保护人们生命生产财产安全不可或缺的安全 “卫

士” 。

随着《公共场所用阻燃剂品燃烧性能要求和标识》和《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的发布，我国

对公共场所使用的建筑制品、铺地材料、电线电缆等，以及座椅、沙发、床垫中使用的保温隔热层及泡沫塑

料的相关阻燃标准提出了具体要求，大力推动了我国阻燃剂行业的发展。同时，由于人们健康环保意识的

增强，开发环保、低毒、高效、多功能的阻燃剂已成为阻燃剂行业未来的发展走势。有机磷系阻燃剂以其低

卤或无卤的特征，在阻燃科学领域受关注，近几年发展势头强劲。

2、特种脂肪胺

特种脂肪胺及其衍生物具有广泛的应用，其中主要用途包括医药、农药、油品添加剂、电子化学品以

及日化产品等脂肪胺类表面活性剂。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脂肪胺类产

品的使用量大大增加。 胺类聚氨酯催化剂主要用于聚氨酯生产，在全球具有广泛的市场。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2,077,288,713.94 1,808,767,954.25 14.85 1,405,719,934.69

营业收入 1,732,893,592.73 1,473,174,515.27 17.63 1,226,554,673.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7,508,585.73 91,069,794.27 18.05 149,517,504.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5,424,529.89 85,623,965.13 -46.95 144,497,772.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35,509,799.48 1,099,529,350.28 3.27 1,053,444,535.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342,171.20 130,587,583.46 -43.07 134,076,783.8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3 0.36 19.44 0.5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3 0.36 19.44 0.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62 8.54

增加1.08个百

分点

15.21

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281,652,742.82 364,289,282.89 490,896,529.65 596,055,037.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36,299.39 42,567,372.85 88,181,920.64 -28,377,007.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3,712,491.53 23,932,001.57 47,985,593.03 -30,205,556.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697,223.59 78,286,185.94 -13,740,110.04 60,493,318.8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股本及股东情况

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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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1,65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4,28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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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临海市万盛投资有

限公司

0 74,657,000 29.50 0 质押 54,643,69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高献国 1,225,650 25,702,753 10.16 0 质押 20,165,710 境内自然人

高峰 372,060 8,014,572 3.17 0 质押 6,714,600 境内自然人

周三昌 0 7,746,963 3.06 0 质押 7,408,300 境内自然人

龚卫良 -1,754,564 7,473,266 2.95 7,473,266 质押 7,000,000 境内自然人

郑国富 0 6,433,403 2.5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高远夏 840,800 5,946,670 2.35 0 质押 4,970,000 境内自然人

勇新 -1,169,709 4,982,177 1.97 4,982,177 无 0 境内自然人

金译平 0 4,786,770 1.8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高强 0 3,988,534 1.58 0 质押 1,220,00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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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3,289.3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7.6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10,750.8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8.05%，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4,542.4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6.95%。 经营业绩出现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营业收入增长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年产43500吨磷酸酯无卤阻燃剂投产销量增长以及阻燃剂销

售单价上升所致。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营业收入、毛利率的增长，以及受汇率波动报

告期汇兑损失减少所致。

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报告期内大伟助剂因厂区搬迁等因素影响，经

营业绩低于预期且无法完成约定的业绩承诺，故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8,500万元，同时收回大伟助剂

原股东业绩补偿款等6,761.3万元，其中收回的业绩补偿款等属于非经常性损益所致。

2�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2018年6月发布《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对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调整，将原“应收票据” 及“应收账款” 行项目归并至“应收票据及应

收账款” ；将原“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及“其他应收款” 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 ；将原“固定资

产” 及“固定资产清理” 行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 ；将原“工程物资” 及“在建工程” 行项目归并至“在

建工程” ；将原“应付票据” 及“应付账款” 行项目归并至“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将原“应付利息” 、

“应付股利” 及“其他应付款” 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 ；将原“长期应付款” 及“专项应付款” 行项

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 ；利润表中“管理费用” 项目分拆“管理费用” 和“研发费用” 明细项目列报；利

润表中“财务费用” 项目下增加“利息费用” 和“利息收入” 明细项目列报；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新增“设

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 项目。 针对上述列报项目的变更，本集团对上年比较数据进行了调整。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汇总如下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受影响的项目

2017年12月31日/2017年度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应收票据 66,338,295.58 -66,338,295.58

应收账款 188,166,818.52 -188,166,818.52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54,505,114.10 254,505,114.10

应收利息 2,376.34 -2,376.34

其他应收款 1,799,171.03 2,376.34 1,801,547.37

应付票据 35,472,498.66 -35,472,498.66

应付账款 218,980,916.41 -218,980,916.41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54,453,415.07 254,453,415.07

应付利息 1,356,826.80 -1,356,826.80

其他应付款 59,979.00 1,356,826.80 1,416,805.80

管理费用 85,932,204.07 -36,922,282.12 49,009,921.95

研发费用 36,922,282.12 36,922,282.12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外，本年不存在其他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年未发生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5�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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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不适用

本集团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浙江万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盛科技” ）、张家港市大伟助剂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伟助剂” ）、万盛股份（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万盛” ）、WANSHENG�

EUROPE� B.V.�（以下简称“欧洲万盛” ）、杭州高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高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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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昇显微电子（苏州）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苏州昇显” ）共7家一级子公司及江苏万盛大伟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万盛” ）、

WANSHENG� MATERIAL� SCIENCE� (USA)� C0.,LTD（以下简称“美国万盛” ）共2家二级子公司。

与上年相比，本年合并范围增加1家为新设立苏州昇显公司，2018年度纳入合并范围；截至2018年12月13

日，杭州高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杭州汇昇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工商注销登记手

续已全部办理完毕。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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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19日下午13点30分以现场方式召开了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2019年4月9日以信息平台和电子邮件的方式

送达各位董事。会议应到董事7名，实际到会董事7名。 会议由董事长高献国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管列

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会议审议通过了

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2018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的《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21）。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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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 的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22）。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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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审议通过《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六、审议通过《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以截止2018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253,073,101股为基数， 用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1.5元现金红利（含税），共计37,960,965.15元，剩余未分配利润348,788,026.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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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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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详见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

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九、审议通过《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审议通过《2018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一、审议通过《募集资金2018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的《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2018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公告编号：2019-023）。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二、审议通过《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19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聘期一年。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张家港市大伟助剂有限公司2018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原股东对公司进行

业绩补偿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的《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2018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业绩

补偿情况的说明及致歉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4）。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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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变更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 的《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25）。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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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银行综合授信到期后重新申请的议案》

因公司向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到期，为满足公司发展的资金需求，公司拟向银行重新申请及新增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总额不超过45,000万元人民币，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相关协议签订之日

起24个月（含）。 本次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未超出董事会审批范围，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如下：

序号 银行 授信额度（万元） 备注

1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临海支行 15,000.00 新增

2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临海支行 10,000.00 到期，重新申请

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市支行 20,000.00 到期，重新申请

小计 45,000.00

最终授信额度将以各家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 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融资金额，实际融资

金额应在授信额度内以银行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经营实际需求来合

理确定。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公司董事会授权万盛股份总经理办理上述授信额度内（包括

但不限于授信、借款、担保、抵押、融资等）的相关手续，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

全部由本公司承担。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借款余额为52,346.45万元，其中项目借款27,100.00万元，短期借款25,246.45

万元。 借款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6.12%。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孙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的《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孙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6）。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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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的《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7）。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九、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的《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8）。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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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十、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 的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29）。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的《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

告编号：2019-030）。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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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19日下午15点30分以现场方式召开了第

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2019年4月9日以信息平台方式送达各位监事，会

议应参加监事3名，实际参加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岚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监事会发表如下审核意见：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进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

实际情况，体现了公司会计政策的稳健、谨慎，计提后有利于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发表如下审核意见：公司此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对公司原会计政策进

行变更，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为执行新会计政策，所做的相应会计

政策的变更能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审议通过《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五、审议通过《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以截止2018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253,073,101股为基数， 用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1.5元现金红利（含税），共计37,960,965.15元，剩余未分配利润348,788,026.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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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①《2018年年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监事会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②《2018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

定；

③《2018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定期报告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准确地反映出公司2018年度的财务状况；

④监事会未发现参与编制和审议《2018年年度报告》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监事会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①《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监事会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②《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

项规定；

③《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定期报告的各项

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准确地反映出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的财务状况；

④监事会未发现参与编制和审议《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八、审议通过《募集资金2018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募集资金2018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能够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2018年度

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

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九、审议通过《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审议通过《关于张家港市大伟助剂有限公司2018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原股东对公司进行业

绩补偿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孙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相关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

订）》及《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没有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

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形。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已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

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500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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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化工》的要求，浙江万盛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18年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2018年产量（吨） 2018年销量（吨） 2018年销售金额（元）

阻燃剂 86,647.43 85,499.95 1,384,440,465.93

特种脂肪胺 9,537.90 8,935.91 243,695,598.11

聚合物多元醇 1,788.06 2,436.46 31,127,971.79

二、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产品

2018年平均售价（元/

吨）

2017年平均售价（元/

吨）

变动比率（%）

阻燃剂 16,192.30 13,349.40 21.30

特种脂肪胺 27,271.49 27,119.93 0.56

聚合物多元醇 12,775.90 11,221.84 13.85

三、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原材料

2018年平均进价（元/

吨）

2017年平均进价（元/

吨）

变动比率（%）

环氧丙烷 10,484.32 9,062.99 15.68

三氯氧磷 3,893.98 3,689.29 5.55

苯酚 8,680.91 6,365.78 36.37

双酚A 11,423.40 8,402.40 35.95

聚醚PPG 10,967.68 9,600.11 14.25

正癸酸 14,667.98 20,757.81 -29.34

以上经营数据信息来源于公司报告期内财务数据，且未经审计，仅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

概况之用，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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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化工》的要求，浙江万盛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19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2019年1-3月产量（吨） 2019年1-3月销售（吨） 2019年1-3月销售金额（元）

阻燃剂 24,476.85 23,765.61 375,587,592.65

特种脂肪胺 3,345.89 3,630.62 85,845,796.56

二、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产品 2019年1-3月平均售价（元/吨） 2018年1-3月平均售价（元/吨） 变动比率（%）

阻燃剂 15,803.83 13,754.35 14.90

特种脂肪胺 23,644.92 42,202.76 -43.97

三、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原材料 2019年1-3月平均进价（元/吨）

2018年1-3月平均进价（元/

吨）

变动比率（%）

环氧丙烷 8,876.24 10,709.30 -17.12

三氯氧磷 4,061.16 3,988.12 1.83

苯酚 7,311.21 7,709.18 -5.16

双酚A 9,295.50 10,257.50 -9.38

正癸酸 15,207.25 - 不适用

注：大伟助剂2017年12月因搬迁停产，2018年1-3月份未生产，因此未采购正癸酸。

以上经营数据信息来源于公司报告期内财务数据，且未经审计，仅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

概况之用，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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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19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

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公司于2018年度末对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

的商誉、应收款项、持有待售资产等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对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

相应计提了减值准备。

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情况说明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项目为商誉、应收款项、持有待售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共计97,

622,023.52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本年计提

商誉减值损失 85,000,000.00

坏账损失 6,898,547.37

持有待售资产减值损失 5,723,476.15

合计 97,622,023.52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2018年度，未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前公司净利润为205,130,609.25元，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97,622,023.52元，计提后净利润为107,508,585.73元。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占2018年度公司经

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例为90.80%。

四、董事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意见

公司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对相关资产可能存在的减值风险进行综合

分析和判断后做出的决定，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

五、独立董事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意见

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和公司资产实际情况，

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计提减值准备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同意本次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

六、监事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意见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进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体现了公司会计

政策的稳健、谨慎，计提后有利于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

情况，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特此公告。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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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财政部相关规定所进行的调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

列示产生影响，对本公司（即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下同）当期净资产、净利润不产

生影响。

●本公司当期未发生会计估计变更。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19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况

1、2017年3月31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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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等三项金融工具会计准则；

2017年5月2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上四项合称“新金融

工具准则” ）。 新金融工具准则将自2018年1月1日起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

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施行， 自2019年1月1日起在其他境内上市企业施

行，自2021年1月1日起在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施行，允许企业提前施行。

2、2018年6月15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

15号），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中，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应当按照企

业会计准则和通知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2017年12月2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的通知》（财会[2017]30号）同时废止。

基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与修订，公司对原会计政策作相应变更，并按照上述文件规定的施行日开

始执行上述会计准则。

二、会计政策变更具体内容

1、新金融工具准则

根据财政部新修订的金融工具相关准则，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主要包括：

（1）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

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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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

（2）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公司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一经做出，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3）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 修改为“预期损失法” ，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

期信用损失情况，从而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4）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5）套期会计准则更加强调套期会计与企业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机结合，更好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

活动。此外，在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等方面做了调整和完善，金融工具披露要求也

相应调整。根据衔接规定，企业应当按照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列报金融工具相关信息，企业比较财务报表

列报的信息与本准则要求不一致的，不需要按照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进行追溯调整。

2、财务报表列报

公司根据财政部的上述修订要求，对财务报表相关科目进行列报调整，并对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

进行了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1)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 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

目；

(2)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和“其他应收款” 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收款” 项

目;

(3)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固定资产清理” 和“固定资产” 项目合并计入“固定资产” 项目；

(4)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工程物资” 和“在建工程” 项目合并计入“在建工程” 项目；

(5)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应付票据” 和“应付账款” 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

目；

(6)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和“其他应付款” 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付款” 项

目；

(7)将资产负债表中原“专项应付款” 和“长期应付款” 项目合并计入“长期应付款” 项目；

(8)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 行项目，将利润表中原计入“管理费用” 项目的研发费用单独在该新

增的项目中列示；

(9)在利润表中“财务费用” 项目下新增“利息费用” 和“利息收入” 明细项目，分别反映企业为筹集

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等而发生的应予费用化的利息支出和企业确认的利息收入。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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