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淄博恒久聚氨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 

 

 

 

 

 
 

 

 

 

 

 

股权简称：恒久科技 

股权代码：100160 

披露日期：2014 年 08 月 28 日 



                         淄博恒久聚氨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 

1 

重要提示 

1、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

证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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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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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报告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3、所有董事均已出席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4、公司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5、公司负责人刘茂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荆霞及会计机

构负责人苗婷，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6、公司董事会建议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以公积金转增股

本。 

7、本报告中所涉及的关于未来的计划、预测等方面的内容，

均不构成本公司对任何投资者及相关人士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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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恒久科技、挂牌公司、

公司、本公司 
指 淄博恒久聚氨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 指 刘茂海 

控股股东 指 刘茂海 

法定代表人 指 刘茂海 

发起人 指 
除有前缀外，均指淄博恒久聚氨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之发起人刘茂海、董健 

股东大会 指 
除有前缀外，均指淄博恒久聚氨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 事 会 指 
除有前缀外，均指淄博恒久聚氨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 事 会 指 
除有前缀外，均指淄博恒久聚氨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监事会 

齐鲁股交中心 指 齐鲁股权交易中心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公司章程》 指 《淄博恒久聚氨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督导机构 指 广州赢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报告期 指 2014 年 1-6 月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注：本报告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数数值

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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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简介 

中文名称 淄博恒久聚氨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532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刘茂海 

公司地址及邮编 桓台县果里镇凤鸣路 001 号  256409 

公司网址 www.hengjiugroup.com 

经营范围 
前置许可经营项目：研发、制造、销售聚酯多元醇及预聚物 

一般经营项目：货物进出口 

二、公司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项目 董事会秘书 财务负责人 

姓名 刘茂田 苗婷 

联系地址 桓台县果里镇凤鸣路 001 号 桓台县果里镇凤鸣路 001 号 

电话 0533-8405211 0533-8405211 

传真 0533-8018200 0533-8018200 

电子信箱 sales@hengjiugroup.com sales@hengjiugroup.com 

三、年报备置地点: 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登载年报网址：www.qlotc.com 

四、股权挂牌交易地点：齐鲁股权交易中心 

股权简称：恒久科技 

股权代码：100160 

督导机构及人员:广州赢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赵永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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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一、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1-6 月 2013 年 1-6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593.24 1897.22 -16.02 

营业利润 58.11 107.2 -45.79 

利润总额 58.12 107.1 -45.73 

归属于挂牌公司

股东净利润 
55.87 107.1 -45.73 

归属于挂牌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55.87 107.1 -45.73 

项目 2014 年 6 月 30 日 2013 年 6 月 30 日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资产总额 4077.58 3872.59 5.29 

负债总额 2344.34 3212.97 -27.04 

所有者权益 1733.24 659.62 162.76 

总股本 1532 600 155.33 

二、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4 年 1-6 月 2013 年 1-6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每股收益 

（元/股） 
0.04 0.03 33.33％ 

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每股

收益（元/股） 

0.04 0.03 33.33％ 

净资产收益率

（%） 
3.31 17.67 -81.49％ 

扣除非经常性 3.31 17.67 -8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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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后的净资

产收益率（%） 

项目 2014 年 6 月 30 日 2013 年 6 月 30 日 比上年同期增减 

归属于挂牌公

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股） 

1.13 1.10 2.73％ 

资产负债率（%） 57.48 82.97 -3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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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一、报告期内公司股权变动情况表 

  单位：万股 

股权 

性质 

期初股数 本期变动增减（+/-） 期末股数 

数量 
比例

（%） 

改制 

折股 

增资 

扩股 

送

股 

公积金 

转股 

其

他 
数量 

比例

（%） 

1、有限制

转让条件

股权： 

1532 100 0 0 0 0 0 1,532 100 

其中：发

起人股权 
1500 97.91 0 0 0 0 0 1,500 97.91 

高管股权 0 0 0 0 0 0 0 0 0 

自愿锁定

股权 
1,500 97.91 - - - - - 1,500 97.91 

其他 - - 0 0 0 0 0 0 0 

2、无限制

转让条件

股权： 

32 2.09 0 0 0 0 0 32 2.09 

总股本 600 100 0 32 0 0 0 1,532 100 

二、报告期末公司股东人数 

报告期末，公司股东人数为3人。 

三、持股 5%以上股东情况 

持股 5%以上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限制转让

条件股权数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权数量 

刘茂海 自然人 83.22 1275 万股 1275 万股 0 

董健 自然人 14.69 225 万股 225 万股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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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持股 5%以上股东间的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上述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五、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六、公司控股股东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为刘茂海先生。 

七、公司实际控制人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刘茂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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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情况 

一、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姓名 职务 
性

别 

年

龄 

任职起

始日期 

任职终

止日期 

期初

持有

本公

司股

份 

期末

持有

本公

司股

份 

变动

原因 

限制

性股

权数

量 

报告期

从公司

领取报

酬总额 

是否在

股东单

位或其

他关联

单位领

取薪酬 

刘茂海 
董事长、总

经理 
男 42 

2013年 8

月 2 日 

2016 年

8月1日 
1275 1,275 - 1,275 3.60 万元 否 

张选刚 董事 男 34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8月1日 
32 32 - - 3.00 万元 否 

苗婷 
董事、 

财务总监 
女 35 

2013年 8

月 2 日 

2016 年

8月1日 
- - - - 2.40 万元 否 

刘茂田 
董事、 

董事会秘书 
男 48 

2013年 8

月 2 日 

2016 年

8月1日 
- - - - 2.40 万元 否 

董建峰 
董事、环保

安全部经理 
男 26 

2013年 8

月 2 日 

2016 年

8月1日 
- - - - 2.40 万元 否 

董健 监事会主席 男 36 
2013年 8

月 2 日 

2016 年

8月1日 
225 225 - 225 - 否 

张芹芹 监事 女 26 
2013年 8

月 2 日 

2016 年

8月1日 
- - - - 1.80 万元 否 

耿欣荣 监事 女 43 
2013年 8

月 2 日 

2016 年

8月1日 
- - - - 1.80 万元 否 

二、报告期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变化。 

三、报告期核心技术人员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核心技术人员无变化。 

四、员工情况 

截止 2014 年 6 月 30 日，公司共有员工 65 名，其中管理人员 16 名，专业技

术人员 6 名，本年度净增员工 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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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董事会报告 

一、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分析 

2013年1-6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932371.63元，实现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558732.05元。 

（一）报告期内主要业务及产品介绍  

公司主营业务为聚酯多元醇及其预聚物的技术研发、生产与销售，主要产品

为聚氨酯弹性体及其原材料。  

聚氨酯弹性体由聚酯多元醇和TDI(MDI)聚合反应生产预聚物，再加入扩链剂

通过浇注机浇注到模具中，再经过硫化制成。具有低温柔顺性能好、耐磨性能好、

抗冲击性高、耐辐射、回弹范围广、耐油性好、耐生物老化、粘结性好等诸多优

良性能，被广泛应用于交通、建筑、轻工、纺织、机电、航空、医疗卫生等领域。

现已逐步替代金属、橡胶、塑料、木材等传统材料，成为第五大材料。 

（二）主要工作回顾  

公司充分利用在齐鲁股权交易中心挂牌的机会积极进行资源整合与业务的

扩张，产业结构、人员结构、机构设置及部分工作流程发生了较大变化，公司能

够根据发展需要，结合监管、督导机构的要求，及时建立或完善内部控制制度，

对促进公司规范运作、规避风险、达成经营目标等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公司持续、

健康、快速发展奠定良好了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的重点工作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加强新技术及新工艺的研发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与山西化工研究院、青岛科技大学等专业机构的合作，

持续加强对新配方、新技术及设备改造升级的投入力度。 

2、加强内控管理，防范规避风险  

报告期内，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迅速扩张，部分内控制度出现不符合公司业

务实际的情况，公司根据发展需要，结合监管、督导机构的要求，及时建立或健

全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对促进公司规范运作、规避风险、达成经营目标等发挥了

积极作用。主要工作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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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联交易、对外担保的内部控制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公司要求对关联交易的内部控制遵循

诚实信用、平等、自愿、公平、公开、公允的原则，不得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

东的利益的行为。 

公司对外担保的内部控制遵循合法、审慎、安全的原则，严格控制担保风险。

公司已在《公司章程》中明确股东大会、董事会关于对外担保事项的审批权限，

以及违反审批权限和审议程序的责任追究机制。公司制定了《对外担保管理制

度》，其中对担保对象、担保的审查与审批、担保的权限、担保合同的订立及风

险管理、担保的信息披露等作了详细的规定。 

（2）信息披露的内部控制  

报告期内，公司信息披露遵循了相关法律法规及齐鲁股权交易中心的相关规

定，披露信息及时、准确、公平、公正，进一步加强了与投资者之间的互动与交

流，促进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良性关系。  

（3）募集资金使用的内部控制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遵循规范、安全、高效、透明的原则，严格按照《募集资

金使用管理办法》执行。募集资金均存放在募集资金专项银行账户，使用过程中

严格遵守《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做到专款专用。  

3、重视人力资源，合理储备人才  

公司非常重视人才储备工作，报告期内公司加大员工培养力度，用行业中具

有竞争力的薪酬，持续吸引优秀研发人员和销售精英加入，为公司持续创新发展

提供源动力。 

二、主营业务产品或服务情况  

单位：万元 

产品/服务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同

期增减

（%） 

营业成本

比上年同

期增减

（%） 

毛利率

比上年

同期增

减（%） 

聚酯多元醇 16.42 13.96 14.9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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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醚制品 625.48 530.66 15.16 11.41 11.34 0.06 

ZB1880 140.26 119.15 15.05 -2.31 -2.38 0.06 

ZB3885 168.92 144.02 14.74 -48.23 -48.25 0.03 

ZB3190 519.26 440.69 15.13 -25.13 -25.17 0.04 

ZB2195 83.01 71.25 14.17 -36.32 -36.37 0.06 

其他 39.89 32.41 18.75 -5.07 -14.4 8.85 

合计 1593.24 1352.14 15.13 -16.02 -16.31 0.29 

三、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万元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减（%） 

华南 521.07 -10.02 

华北 365.44 12.87 

华西 324.72 15.93 

华东 295.62 -8.01 

合计 1506.85 -16.02 

四、主要客户和供应商情况 

（一）主要客户情况                        

单位：万元 

 销售金额 
占年度销售收

入的比例（%） 
应收账款余额 

占公司应收账款

总额的比例（%） 

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第一名 155.49  9.76 5.65  1.27 否 

第二名 96.28  6.04 21.86  4.93 否 

第三名 69.42  4.36 1.27  0.29 否 

第四名 52.17  3.27 10.69  2.41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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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名 38.96  2.45 36.26  8.18 否 

合计 373.36 25.88 75.73 17.08  

  （二）供应商采购情况                    

单位：万元 

 采购金额 
占年度采购总

额的比例（%） 
应付账款余额 

占公司应付账款

总额的比例（%） 

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第一名 365.30 21.00 0.86 0.60 否 

第二名 182.66 10.50 15.99 11.22 否 

第三名 168.00 9.66 -0.8 -0.56 否 

第四名 110.00 6.32 -0.3 -0.21 否 

第五名 95.23 5.47 17.44 12.24 否 

合计 921.19 52.95 33.19 23.29  

五、对公司发展展望 

（一）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坚持以技术研发为主线，以科学管理为重点，以聚氨酯弹性体为支撑、

以聚氨酯弹性体原材料配发研发为重点，全面提高企业综合实力，努力把公司打

造成为行业内一流的综合性聚氨酯弹性体原料供应商。 

（二）公司发展机遇及目标。 

1、发展机遇 

聚氨酯下游应用领域广泛,产品渗透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聚氨酯产品以

其低温柔顺性能好、耐磨性能好、抗冲击性高、耐辐射、回弹范围广、耐油性好、

耐生物老化、粘结性好等诸多优良性能，被广泛应用于交通、建筑、轻工、纺织、

机电、航空、医疗卫生等领域。近年来，随着房地产、家电、纺织、鞋业、汽车、

冷藏等行业的高速发展，聚氨酯产品正逐步替代金属、橡胶、塑料、木材等传统

材料，已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高分子合成材料之一。 

聚氨酯工业是我国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聚氨酯工业“十二五”发

展规划建议》提出，我国聚氨酯工业发展的总体目标是，主要通过自主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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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使重要基本原料、助剂、主要类型产品的生产技术、产品质量达到或接近

国际水平；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产品高端化水平，淘汰落后产能，初步形成

布局趋于合理、绿色环保、低碳高效的聚氨酯材料工业体系。 

在国内一系列节能减排、绿色环保方面的政策法规推动下，我国聚氨酯市场

必将高速发展，力争到“十二五”末，聚氨酯工业产能规模达到 900 万-1,000

万吨。 

2、发展目标 

经营目标：未来三年公司将力争销售收入、利润年均增长 30%以上。  

管理目标：公司将强化各项管理制度，包括财务与内控制度、生产质量管理

制度、技术研发管理制度、人力资源及绩效考核制度等，完善工作流程，持续规

范运行，逐步形成专业化的管理团队。 

市场目标：公司将加大市场推广力度，巩固和提升现有产品的市场地位；加

强营销网络的建设，通过技术升级实现产品质量和市场占有率的不断提升，力争

2014 年销售额达到 5000 万元。随着公司产品线的不断完善和营销能力的不断提

升，公司管理层和决策层有信心实现此目标。  

研发目标：公司视研发为企业生存发展的源动力。公司专注于聚氨酯弹性体

领域原材料配方的研发，公司计划投资建设研发中心，引进一流的高级科研人员

和试验设备，并展开多项新产品和新技术的研发工作，保持与高校和科研院所良

好的合作，确保本项目标顺利实现。 

（三）影响公司未来发展风险因素。 

1、管理风险  

公司挂牌后，业务规模迅速扩大，会带来相应的管理风险。公司加强规范管

理，完善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根据业务发展和内部机构调整的需要，及时完

善和补充内部管理制度，提高内部管理制度的可操作性，制定内部培训体系，引

进中高端人才，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2、新产品开发风险  

公司科研成果存在不能成功转化并产生经济效益的风险，在市场开拓上也具

有不确定性；公司培养、引进了一批业务精湛、勇于开拓的技术人员，积累了丰

富的产品研发经验。公司在现有产品优势的基础上，将持续研发新的产品及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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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产品的附加值及质量的稳定性，以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

力。 

3、市场竞争风险 

近年来，聚氨酯产品以其低温柔顺性能好、耐磨性能好、抗冲击性高、耐辐

射、回弹范围广、耐油性好、耐生物老化、粘结性好等诸多优良性能被广泛应用

于交通、建筑、轻工、纺织、机电、航空、医疗卫生等领域，我国聚氨酯行业得

到了迅速发展。虽然公司不断加大新产品的研发力度，同时具有丰富的行业经验，

生产、销售的产品质量稳定，客户忠诚度较高，但随着竞争对手的不断加入，行

业竞争日趋激烈，公司面临市场竞争不断加剧的风险。 

六、报告期内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02.4 报告期内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4.45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累计投入的募集资金总额 14.45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募集资金承

诺项目 

是否发

生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累计投

入总额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的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定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聚酯多元醇

及其预聚物

项目扩产 

否 102.4 14.45 14.45 
2014 年 06

月 30 日 
16.42 是 否 

承诺项目小

计 
— 102.4 14.45 14.45 — 16.42 - — 

七、报告期财务报告审计情况及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及会计

差错的说明 

公司报告期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八、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公司报告期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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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重要事项 

一、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无。 

二、破产相关事项 

无。 

三、公司收购及出售资产、企业合并事项 

无。 

四、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一）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 

无。 

（二）资产、股权转让发生的关联交易 

无。 

（三）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无。 

五、重大合同及履行情况 

（一）对外担保合同 

单位：万元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对象名称 
发生日期（协

议签署日） 

担保

金额 

担保

类型 
担保期 

是否

履行

完毕 

是否为关

联方担保

（是/否） 

淄博奥恒起重工程

有限公司 
2014.03.20 400 保证 

2014.03.20-

2015.03.19 
否 否 

山东省桓台县富达

包装有限 
2014.04.3 200 保证 

2014.04.03-

2015.04.02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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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盛腾农牧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2014.04.25 259.9 保证 

2014.04.25-

2015.04.24 
否 否 

桓台大众保温防腐

有限公司 
2013.07.26 400 保证 

2013.07.26-

2014.07.25 
否 否 

山东省桓台县富达

包装有限公司 
2013.11.03 300 保证 

2013.11.04-

2014.11.03 
否 否 

淄博盛腾农牧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2013.04.26 650 保证 

2013.04.26-

2014.04.25 
否 否 

淄博冠嘉商贸有限

公司 
2013.11.21 500 保证 

2013.11.21-

2014.11.19 
否 否 

山东恒宝绝热材料

有限公司 
2013.12.17 1100 保证 

2013.12.17-

2014.12.16 
否 否 

山东恒宝绝热材料

有限公司 
2014.05.21 500 保证 

2014.05.21-

2015.05.20 
否 否 

淄博奥恒起重工程

有限公司 
2014.03.20 300 保证 

2014.03.20-

2015.03.19 
否 否 

报告期内担保发生

额合计 
 4309.9     

报告期末担保余额

合计（A） 
 4309.9     

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对子公司

担保发生额合计 
 0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

担保余额合计（B） 
 0     

公司担保总额（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总额（A+B）       

担保总额占净资产

的比例(%) 
 248.66     

其中：       

为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关联方提供

担保的金额 

 0     

直接或间接为资产

负债率超过 70%的

被担保对象提供的

担保金额 

 0     

担保总额超过净资

产 50%部分的金额 
 1100     

（二）委托他人进行现金资产管理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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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六、公司或相关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履

行情况 

承诺方 承诺事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刘茂海 

避免同业竞争 2013.8.2 长期 正在履行 

规范关联交易 2013.8.2 长期 正在履行 

自公司股权在齐鲁股权交

易中心挂牌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

管理本人持有的公司的股

权，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

持有的股权 

2013.9.13 
2013.9.13-

2014.9.12 
正在履行 

董健 

避免同业竞争 2013.8.2 长期 正在履行 

规范关联交易 2013.8.2 长期 正在履行 

自公司股权在齐鲁股权交

易中心挂牌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

管理本人持有的公司的股

权，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

持有的股权 

2013.9.13 
2013.9.13-

2014.9.12 
正在履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七、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 2014 年 1-6 月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业务规模的迅速扩张，给公司生产的生产带来巨大压力，公司现有的厂

房、设备无法满足迅速增长的市场需求。公司的未分配利润将用于土地储备，新

厂房等基础设施建设和设备采购等方面。 

八、审计财务报告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注册会计师的姓名以及

审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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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九、监事会对报告期内的监督事项无异议。 

十、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调查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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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财务报告 

公司报告期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一、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资   产 2014 年 6月 30日 2013 年 6月 30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02,129.27 13,274,158.70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369,500.00 575,000.00 

  应收账款 3,934,164.07 3,621,084.94 

  预付款项  170,788.16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15,257,420.81 423,257.25 

  存货 8,448,462.51 5,295,054.7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19,970.03  

    流动资产合计 28,331,646.69 23,359,343.84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3,480,000.00 

 投资性房地产 2,795,913.88 2,911,160.56 

  固定资产 9,010,217.18 8,688,354.85 

  在建工程 411,267.87 72,278.33 



                         淄博恒久聚氨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 

 19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公益性生物资产  51,900.00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102,029.98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124,717.32 162,882.47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12,444,146.23 15,366,576.21 

资产总计 40,775,792.92 38,725,920.05 

资产负债表续 

单位：元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2014 年 6月 30日 2013 年 6月 30日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1,600,000.00 16,600,000.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5,000,000.00 

  应付账款 1,424,996.21 3,174,300.88 

  预收款项   

  应付职工薪酬 495,170.42 168,494.60 

 应交税费 274,582.29 29,013.20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351,334.51 7,157,886.16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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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负债合计 23,443,414.41 32,129,694.84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23,443,414.41 32,129,694.84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15,320,000.00 6,000,000.00 

  资本公积 1,191,545.43  

 减：库存股   

  盈余公积 35,654.53  

  未分配利润 785,178.55 596,225.21 

所有者权益合计 17,332,378.51 6,596,225.2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40,775,792.92 38,725,920.05 

二、利润表 

单位：元 

项     目 2014 年 1-6 月 2013 年 1-6 月 

一、营业收入 15,932,371.63 18,972,176.74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15,533,472.06 18,551,950.42 

          其他业务收入 398,899.57 420,226.32 

  减：营业成本 13,521,476.09 16,157,329.82 

    其中：主营业务成本 13,197,304.45 15,778,684.02 

          其他业务成本 324,171.64 378,64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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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税金及附加 22,118.61 25,280.92 

      销售费用 367,479.72 426,876.48 

      管理费用 655,936.61 655,347.78 

      财务费用 838,526.53 635,391.59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54,260.88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

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581,094.95 1,071,950.15 

  加：营业外收入 67.77  

  减：营业外支出  950.00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581,162.72 1,071,000.15 

  减：所得税费用 22,430.67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558,732.05 1,071,000.15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释每股收益     

六、其他综合收益     

七、综合收益合计 558,732.05 1,071,0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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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备查文件目录 

一、法定代表人签名、公司盖章的年度报告文本； 

二、单位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名并盖章的财

务报告文本； 

三、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年报签署的书面确认意见； 

四、督导机构审核意见； 

五、其他有关材料。 

 

    

 

 

 

淄博恒久聚氨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08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