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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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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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7年度公司合并报表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93,622,401.91元，2017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66,549,695.76 元。根据《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以母公司净利润数为基数提取 10%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6,654,969.58

元后，当年度可分配利润为 59,894,726.18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282,146,447.96元，扣减当

年已分配的 2016 年度现金红利 48,000,000.00 元，2017 年年末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294,041,174.14元。 

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实施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总股本 24,000 万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2.50元（含税）。本年度不实施送股和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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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花股份 603615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翁林彦 林宇 

办公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蕉坑路168

号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鼓山

镇蕉坑路168号 

电话 0591-83961565 0591-83961565 

电子信箱 603615@chahuajj.com 603615@chahuajj.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以日用塑料制品为主的家居用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产

品系列齐全，款式丰富，基本涵盖了所有与居家相关的日用产品，形成 1,500 多个单品的产品体

系，成为公司构建竞争优势和实施品牌运营的坚实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和主要产品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公司生产所需采购的材料包括 PP、PE、PS、PC、ABS、纸杯纸、布等主要原

材料，还包括玻璃配件、内胆配件、钢件、不锈钢件等配品配件，以及纸箱、纸卡、不干胶、彩

图等包装材料。 

①采购流程：公司根据产品销售情况制定生产计划，再根据生产计划制定采购计划，为保证

生产的持续稳定进行，公司依据实际情况设定每种主要原材料的最低库存量。 

②供应商的选择：公司所需的 PP、PE、PS、PC、ABS 等塑胶原料主要向中国石油、中国石化、

台化等石化巨头的经销商采购，因上述塑胶原料均为通用化工产品，成交较为活跃、产品标准化

程度较高，因此价格相对较为透明，公司在选择供应商时依据其报价作为主要参考依据，同时考

虑供货商的交货及时性等因素。 

③定制采购：是指供应商按照公司对选材、型号、规格的特定要求向公司供应玻璃件、钢件、

不锈钢件、内胆等配件，由于该等配件的生产工艺、原材料等与公司主要产品的生产工艺存在较

大的区别，因此公司直接向供应商采购该等配件。公司对定制供应商有严格的认证标准和程序，

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已与合格供应商建立起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确保了定制采购的质量和交货

期。 

（2）生产模式。公司每年根据上年度销售情况和本年度销售目标制定本年度销售计划，根据

销售计划安排生产计划，每月的生产计划根据上月生产销售情况和下月销售计划作适当调整，基

本做到按计划均衡生产。针对公司产品种类繁多的特点，公司对生产线进行合理有效地安排，通

过模具的切换使得一条生产线可以生产不同种类的产品，一个班组具备生产多个产品的能力，有

效地利用了产能空档，提高了生产效率。 

（3）销售模式。公司产品销售以经销模式为主，同时辅以商超直营、电商的方式。 

①经销模式：公司的经销商分为省级经销商和地级经销商，省级经销商是指负责在一个或以

上的省份（包括省、直辖市或自治区，下同）经销公司产品的经销商，地级经销商是指负责在一



个或以上的地级市经销公司产品的经销商。公司的省级经销商主要采取专营模式，通常每个省份

由一家省级经销商负责专营销售公司产品，该经销商除销售公司产品外，不从事其他品牌同类产

品的销售活动，也不从事其他经营活动。2017 年，公司继续加大渠道下沉力度，对部分省级经销

商销售区域进行细化，现已在福建、浙江、辽宁、山西、宁夏、内蒙古、河北、安徽等省份采取

地级经销商的模式。 

②商超直营：主要针对大型的商超客户，目前公司直营的商超客户主要是采取全国总仓统一

配送的沃尔玛超市、永辉超市的福建区域及由其各省区大仓统一配送的直采单品，上述商超客户

或由于采取全国总仓配送或由于地缘关系便于公司进行统一管理，因此采取直营的方式。 

③电商：公司在移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从 2012 年开始拓展的一种销售方式，主要通

过自营或分销方式在天猫、京东、阿里巴巴等大型网络购物平台进行销售产品。 

（三）行业情况说明 

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公司属于制造业中的塑料制品业（日用塑料制造）；按照《上市

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公司属于制造业中（化工行业）的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中国的塑料工业基本是在建国后才开始发展，在改革开放后得以迅速扩展。经过多年优胜劣

汰的市场竞争，家居塑料用品行业大规模的产业竞争格局正在初步形成，第一梯队的品牌主要为

特百惠、乐扣乐扣等国际知名企业为代表的走高端路线的品牌，其产品目前主要集中于食品容器

类；第二梯队为以本公司、广州市振兴实业有限公司、浙江龙士达塑业有限公司、浙江清清美家

居用品有限公司、北京禧天龙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四川鸿昌塑胶工业有限公司等国内知名品牌企

业为代表的国内品牌，其产品线丰富，基本涵盖了家居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我国家居塑料用品

行业的代表；除此之外，还存在众多的中小企业及家庭作坊式的其他厂商。总体上看，目前家居

塑料用品行业市场较为分散，每家企业所占市场份额均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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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1,429,727,955.76 923,146,797.47 54.88 828,193,037.95 

营业收入 720,126,315.04 670,622,530.02 7.38 680,021,045.3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93,622,401.91 91,436,854.44 2.39 90,143,579.6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88,401,442.28 88,658,589.16 -0.29 87,425,093.7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338,379,995.69 835,830,291.54 60.13 744,393,437.10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7,501,984.73 146,116,579.09 -46.96 183,580,655.72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1 0.51 -19.61 0.5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1 0.51 -19.61 0.50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7.58 11.57 

减少3.99个百分

点 
1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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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268,015.59 153,733,144.03 196,390,257.77 192,734,897.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6,239,857.83 18,526,415.56 24,090,500.68 24,765,627.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5,610,349.98 18,095,473.64 22,792,941.63 21,902,677.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470,841.86 12,936,448.75 53,944,555.11 4,150,13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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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4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4,48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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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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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冠宇 0 67,846,789 28.27 67,846,789 
质

押 
16,440,000 

境内

自然

人 

陈葵生 0 35,894,312 14.96 35,894,312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陈明生 0 32,310,826 13.46 32,310,826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林世福 0 16,155,413 6.73 16,155,413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陈福生 0 12,930,275 5.39 12,930,275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北京太誉兰馨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0 9,473,684 3.95 9,473,684 

未

知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李小军 0 5,388,701 2.25 5,388,701 
未

知 
0 

境内

自然

人 

赵树军 400,000 400,000 0.17 0 
未

知 
0 

境内

自然

人 

孟素平 329,665 329,665 0.14 0 
未

知 
0 

境内

自然

人 

何曦 315,700 315,700 0.13 0 
未

知 
0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①本公司无控股股东。上述股东陈葵生、陈冠宇、陈明生、林

世福、陈福生合计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65,137,615股，占公司

总股本 240,000,000股的 68.81%，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一致

行动人，其中，陈葵生、陈明生、陈福生系兄弟关系，陈冠宇

系陈葵生等三人之侄子，林世福系陈葵生等三人之姐（妹）夫。

②除上述情形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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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营业收入为 720，126，315.04元，较上年同期 670,622,530.02元上升 7.38%。

实现毛利 215,316,294.13元，较上年同期 223,181,865.32元下降 3.52%。本期实现毛利率 29.90%，

与上年同期 33.28%对比，毛利率下降 3.38 个百分点，毛利率下降主要是原材料平均采购价格与

上年同期对比上升等因素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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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4月 28日，财政部颁布《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



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通知》（财会[2017]13 号），为了规范企业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

或处置组的分类、计量和列报，以及终止经营的列报，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制定

本准则。自 2017年 5月 28日起施行。 

公司对 2017年 5月 28 日之后发生的资产处理进行了梳理，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持有待售

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资产组，此项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 2017年度财务报表无实质

性影响，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影响。 

（2）2017 年 5 月 10 日，财政部颁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

通知》（财会[2017]15 号），规范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对《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

进行修订，自 2017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以下简

称“新修订的准则”）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对 2017年 1月 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

适用法处理，对 2017年 1月 1日至新修订的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新修订的准则进

行调整。 

根据新修订的准则规定，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

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应当计入营业外收支。 

公司对 2017年 1 月 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及 2017 年 1月 1日至新修订的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

的政府补助进行了梳理，即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并在利润表

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他收益”项目。报告期内，公司与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相

关的政府补助共计 637,503.69 元，变更后减少当期营业外收入 637,503.69 元，增加其他收益

637,503.69元。 

（3）2017年 12月 25日，财政部颁布《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7）30 号），将原列报于“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

损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利得和损失变更为列报于“资产处置收益”。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

溯调整法，报告期内，公司调减 2017 年度营业外收入 409,981.41 元，2016 年度营业外收入

8,427.45元；调减 2017 年营业外支出 258,111.89元，调减 2016年度营业外支出 567,248.87元，

调增 2017年度资产处置收益 151,869.52元，调增 2016年资产处置损失 558,821.4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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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本公司及子公司茶花家居塑料用品（连江）有限公司、茶花

现代家居用品（滁州）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