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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硅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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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四川华信（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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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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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4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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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硅宝科技 股票代码 30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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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振海 罗容 

办公地址 成都高新区新园大道 16 号 成都高新区新园大道 16 号 

传真 028-86039232 028-86039232 

电话 028-85317909 028-86039232 

电子信箱 caozhenhai@guibao.cn luorong@guibao.cn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 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作为有机硅行业领军企业，致力于以有机硅为主业，将公司打造成有机硅材料产业集团。目前，

公司主营业务包括三大类：有机硅室温胶产品、硅烷偶联剂产品、设备制造及工程服务。 

有机硅室温胶产品细分为建筑类用胶和工业类用胶两大运用领域，产品广泛应用于建筑幕墙、中空玻

璃、节能门窗、电力环保、电子电器、汽车制造、机场道桥、轨道交通、新能源、设备制造及工程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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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领域，2015年，有机硅室温胶产品收入为5.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近10%，目前，有机硅室温胶销售

收入仍为公司收入的主要来源，占公司销售收入的占比为86%。 

硅烷偶联剂产品广泛运用于塑料、橡胶、胶粘剂、涂料、纤维、皮革、纸张、金属材料、冶金铸造及

建筑等领域，2015年，硅烷偶联剂产品收入为5,605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3%，占公司销售收入的占比为

9%。 

设备制造及工程服务领域：公司已从单一的密封胶专用特种设备生产和工程服务商转型为设备工程整

体解决方案提供商，并逐步向智能化应用设备等领域发展，靠近工业4.0，市场空间广阔。 2015年，设备

制造销售收入为240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6%，占公司销售收入的占比为4%。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有机硅室温胶、硅烷偶联剂、设备制造及工程服务三大业

务领域均实现稳定增长。 

业绩增长驱动因素详见“第四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一、概述”。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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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 年 

营业收入 606,156,362.25 549,499,629.39 10.31% 464,671,690.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9,299,191.39 80,065,531.06 11.53% 70,097,674.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8,162,856.16 72,849,976.21 7.29% 65,200,221.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338,544.84 45,262,873.84 46.56% 56,438,703.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36 0.2453 11.54% 0.21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36 0.2453 11.54% 0.21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54% 14.25% 0.29% 13.58%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898,839,743.86 814,404,770.80 10.37% 675,328,892.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44,890,897.79 588,524,940.45 9.58% 540,681,028.6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02,788,966.39 152,793,996.35 155,893,290.01 194,680,109.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776,038.97 21,390,898.25 29,126,573.35 27,005,680.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240,930.64 17,916,143.51 25,791,123.84 23,214,658.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493,957.48 23,700,705.16 20,327,046.99 35,804,75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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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硅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 是 √ 否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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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1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7,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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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跃林 境内自然人 63,043,600.00% 15,010,900 22,790,000 质押 22,790,000 

郭弟民 境内自然人 47,002,612.00% 47,002,612 2,660,000 质押 2,660,000 

王有治 境内自然人 30,306,000.00% 7,576,500 0   

杨丽玫 境内自然人 30,096,000.00% 7,524,000 0   

李步春 境内自然人 13,760,000.00% 3,440,000 0   

蔡显中 境内自然人 12,160,000.00% 12,160,000 0   

王有华 境内自然人 12,160,000.00% 12,160,000 0   

陈艳汶 境内自然人 8,230,620.00% 1,341,525 5,740,000 质押 5,740,000 

曾永红 境内自然人 7,175,096.00% 7,175,096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银华中小盘

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4,347,935.00% 4,347,935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王有治系王有华之弟，但根据二人于 2009 年 7 月 20 日出具的《确认函》，确认二人各自均独

立行使表决权，彼此间不存在一致行动的情形；王有治系郭弟民之女的配偶，根据两人于 2012

年 10 月 29 日出具的《确认函》，确认二人均各自独立行使表决权，不存在一致行动的情形；

蔡显中系杨丽玫妹妹的配偶。除前述情况外，公司未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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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新常态下的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公司所处有机硅行业竞争加剧，

行业集中度进一步加强，部份中小企业面临业绩下滑、停产或倒闭的局面。公司作为有机硅密封胶行业第

一品牌，凭借优质的产品质量和品牌优势，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以销售为核心，通过灵活、主

动的销售策略抢占市场先机，在巩固建筑用胶现有市场的基础上，深度拓展大客户、稳定优质经销商，不

断提高建筑胶市场占有率。同时，公司居安思危，积极谋求转型，不断提高高附加值产品工业胶的运用领

域和市场份额，公司产品在电力防腐、汽车、电子电器、新能源等领域得到广泛运用。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0,615.64万元，同比增长10.31%；营业利润9,029.90万元，同比增

长7.82%；利润总额10,390.96万元，同比增长12.4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929.92万元，

同比增长11.53%。公司自2009年10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以来，已连续7年实现了销售收入和净利润的

持续增长，巩固了公司在有机硅密封胶行业的领先地位。 

（一）积极稳妥转型，优化产品结构，业绩持续稳定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有机硅室温胶产品领域、制胶专用设备领域以及硅烷偶联剂领域销售均实现持续增长。

其中，建筑类用胶销售仍是公司利润的主要来源，工业类用胶产品销售额首次突破 1 亿元。 

1、建筑胶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工业胶市场销售突破亿元 

受国家房地产政策宏观调控影响，房地产发展速度有所放缓，对公司建筑胶市场有一定影响，但因

公司产品主要运用于商业地产，对公司影响较小。公司通过加强品牌宣传、调整产品结构、加大渠道下沉

力度等工作，在巩固建筑用胶现有市场的基础上，深度拓展大客户、稳定优质经销商，巩固商业地产市场

占有率。随着城镇化进程和民用建筑装饰需求的不断增大，公司深入拓展民用装饰市场，门窗胶、中空玻

璃胶、防霉胶等民用胶产品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实现了建筑类用胶 10%以上的增长。 

同时，在经济新常态下，传统制造行业亦面临巨大的挑战，公司居安思危，积极谋求转型，不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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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附加值产品工业胶的运用领域和市场份额，电力防腐胶产品和汽车胶产品成为工业胶销售收入的主要

来源，其中，汽车用胶和动力电池用胶等均实现显著增长，成为工业胶业绩增长的亮点，工业胶类产品销

售额首次突破亿元，为公司转型奠定良好基础。 

专用设备制造领域，公司从单机业务设备制造商转型为设备工程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销售业绩较

去年同期实现较快增长并开始为公司净利润贡献力量。 

硅烷偶联剂领域，行业竞争加剧，公司坚持以精品高端硅烷和特种硅烷为核心业务的销售方针，集中

资源开发优质的终端客户，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实现稳定增长且开始出现扭亏为盈的态势。 

2、 新运用领域取得突破性成绩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转型之路的探索，积极寻求和拓展新的运用领域，并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工

业住宅化、工程防腐等新领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公司研发的电池胶产品运用于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用胶

并取得突破性成绩，并与国内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领域的优秀企业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公司为

其提供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安全性整体解决方案，实现共同发展，借此契机，公司有望成为电池胶行业领

导者。  

为巩固和扩张公司在电力环保产品领域和其它防腐领域的运用，公司专门设立防腐工程公司，由产

品供应商转型为工程承包服务商，并不断对产品进行技术升级，为后期业绩的增长奠定基础。 

目前，国家正在大力推进住宅工业化进程，因其改变了传统建筑业的生产方式，对工艺和产品标准均

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公司积极应对变化，推进硅酮密封胶在住宅工业化中的运用，住宅产业化已经成

为建筑业发展的趋势和必然，也为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提供了契机。目前，公司产品已在工业化住宅项目上

实现销售，树立了硅酮密封胶住宅工业化的标杆，未来有望成为公司新的业绩增长点。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公司积极探索家装产品销售的网络化。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垂直电商、团

购、线下经销等多渠道促成电商模式销售，但由于该模式尚处于探索期，体量较小，目前对公司业绩贡献

有限。 

3、布局海外市场，打造有机硅材料国际知名品牌 

公司致力于将“硅宝”品牌塑造为有机硅材料国际知名品牌，借助一带一路的东风，在做好国内市场

的同时，坚持“走出去”战略。报告期内，公司推进马来西亚 SIRIM认证工作开展；通过技术交流会、行

业展览会等，加大海外市场宣传和市场开拓力度，实现了销售收入的快速增长。目前，海外市场的布局正

在建立之中，公司将进一步加大海外宣传和市场拓展力度，不断提升海外产品在公司销售中的占比。 

（二）参与国际标准制订，提升中国企业国际话语权 

公司积极发挥行业领军企业的带头作用，主导和参与国际、国家、行业标准的制订和修订，提升产品

质量和竞争力，引领行业健康发展，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话语权。报告期内，由公司作为全球唯一胶企主

导制定的国际标准——ISO 18473-1《功能颜料和体质颜料 第 1 部分：密封胶用纳米碳酸钙》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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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长王跃林与业内权威人士提出新的国际标准提案——ISO 18473-3(密封胶用气相二氧化硅)于

2015 年 10 月获批立项。通过参与和主导标准的制订，在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同时，进一步提升了公司的

行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 

（三）自主创新成果显现，荣获“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报告期内，公司 “高性能室温硫化硅橡胶的开发及产业化关键技术”项目经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

合会组织专家进行鉴定，获得“国际先进”评价，并获得“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2015 年度科学技

术进步”一等奖（省部级）。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是国家科技部正式批准的面向全国石油和化工行业的最具权

威、最高级别的专业科技奖，已成为我国石油、化工科学技术领域重要奖项，在石化行业内具有广泛影响

力，可择优推荐申报国家科学技术奖。荣获科技进步一等奖是对公司在高性能室温硫化硅橡胶的开发和产

业化技术上的高度认可，该奖励是目前室温硫化硅橡胶获得的最高奖项。 

（四）多维度宣传公司，进一步提升品牌影响力 

经过十七年的成长和积淀，“硅宝”已成为有机硅密封胶行业领导品牌和有机硅室温胶行业唯一获得

国家工商总局认定的“中国驰名商标”。公司充分发挥“硅宝”驰名商标优势，加大市场宣传工作，通过

参加行业展会，一对一专题技术交流会，与专家、客户及设计师展开面对面的交流和沟通，以及平面媒体、

杂志、网络等方式多维度宣传公司品牌和产品，提升了硅宝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和认知度。 

公司积极适应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推出硅宝微博、硅宝微信等方式，第一时间宣传公司动态。报告期

内，公司继续推进“一字万金”广告语评选活动，在为公司征集到更能代表硅宝品牌的广告语的同时，硅

宝品牌在客户、行业专家中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硅宝品牌美誉度和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公司积极倡导对社会负责的管理理念，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公司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举措及

成效已得到政府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认可。报告期内，公司作为中国新材料行业、中国创业板唯一代表,

两度蝉联由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颁发的“首届中国工业企业履责五星级企业”。

这是对公司已有的社会责任工作的肯定，更是对公司后期做好社会责任工作的鞭策。 

（五）打造有机硅产业集团，顺利推进各子公司建设 

为扩大公司规模，增加公司竞争实力，打造有机硅材料产业集团，公司通过细分行业领域，已建成以

有机硅室温胶为主，以硅烷偶联剂、专用生产设备、防腐工程公司、家装民用产品为辅的产业布局。 

全资子公司硅宝新材料主营有机硅密封胶及配套项目，投资建设的 5 万吨/年有机硅密封材料及其配

套项目基建已基本建设完成，部分设备及生产线安装已完成。并已陆续进入生产阶段，产能正在随着市场

需求逐步释放，公司将根据市场拓展情况将现有产能由 3万吨/年逐步扩展到 8 万吨/年，公司的市场竞争

力及占有率将得到明显提升。 

控股子公司硅特自动化从单一有机硅密封胶设备制造已经逐步转型为自动化设备及工程配套整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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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方案提供商，并帮助客户逐步实现从工业 2.0 升级到工业 3.0 阶段。同时公司研发的点胶机器人，具备

智能高效、高精密度等特点，可广泛应用于高端电子电器、移动设备等封装领域。目前，已经通过了某世

界 500 强企业的参数测试，后一步公司将在该领域进行大力的拓展。 

控股子公司硅宝翔飞经营工作稳步开展，主营高端和特种硅烷偶联剂，销售持续增长。 

全资子公司硅宝防腐科技，专业从事防腐领域材料生产、销售及工程承包等业务。报告期内，公司已

正式运营，公司已由单纯的材料供应商延伸到防腐工程领域，进一步整合电力防腐行业资源，提升公司竞

争力。 

控股子公司硅宝好巴适，专门从事家装民用产品业务，报告期内，公司已开始运营。该子公司的成立，

为充分发挥公司在家装产品的品牌优势，为进一步提高公司在家装市场的市场占有率奠定基础。 

为加快并购步伐，公司投资成立全资子公司成都硅宝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并与专业投资机构

钛和资本共同作为基金发起人设立硅宝钛和新材料产业并购基金，该并购基金将立足于投资新材料领域的

优质企业，为未来公司发展提供新的引擎。目前，该并购基金工作已经顺利启动，部分优秀的新材料企业

已进入基金视线，并已开始接洽，预计2016年将对部分优秀新材料项目进行投资。 

未来，公司将沿着有机硅产业集团的发展路径，不断完善公司的产业布局，增加公司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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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硅室温胶 521,391,850.14 181,780,711.31 35.60% 9.34% 7.82% 0.24% 

其中：①建筑类

用胶 
425,305,106.06 135,753,443.01 32.64% 10.99% 12.70% 1.21% 

②工业类用

胶 
96,086,744.08 46,027,268.30 48.69% 2.60% -4.39%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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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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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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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增加全资子公司－－成都硅宝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成都硅宝防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硅宝好巴适密封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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