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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25                           证券简称：德威新材                           公告编号：2016-026 

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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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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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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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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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截止 2016 年 4 月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 400,428,954 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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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威新材 股票代码 30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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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红梅 陆玲 

办公地址 江苏省太仓市沙溪镇沙南东路 99 号 江苏省太仓市沙溪镇沙南东路 99 号 

传真 051253222355 051253222355 

电话 051253229379 051253229354 

电子信箱 dongmi@chinadewei.com dongmi@chinadewei.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线缆用高分子材料又称线缆材料，是指在电线电缆中应用的，起绝缘、屏蔽、保护作用的高分子材料。报告期内，公司主营

业务依然是线缆用高分子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涵盖绝缘材料、屏蔽材料及护套材料，主要包括XLPE绝缘材料、内

外屏蔽材料、汽车线束绝缘材料、弹性体材料、UL系列材料及通用PVC材料共六大系列、数百个品种，覆盖了绝缘材料、屏

蔽材料、护套材料三大类，广泛运用于（风力、火力、核电）、汽车、船舶、铁路、家电、通信、建筑等各领域。公司是国

内电缆行业少数通过美国UL检验机构产品安全认证的企业之一，同时也是我国唯一的集美标、德标和日标于一体的汽车电线

绝缘料合格供应商。 

我国线缆高分子材料的市场竞争呈现出“三多、三少”的局面，即小企业多、大企业少，与小企业相比，大企业在产品开发

能力、技术服务能力、生产设备先进性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能为客户提供质量更为稳定的产品以及更为及时、有效的技

术服务。“单一产品型”企业多、“系列产品型”企业少，系列化产品所造就的“一站式”服务有助于客户的产品质量和成本



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控制，更易为客户接受。“成本效益型”企业多、“技术效益型”企业少，“技术效益型”企业更注重新产品开发，产品整体

档次高、附加值高，以XLPE绝缘材料、内外屏蔽材料以及特种线缆材料为主。 

公司是国内少数“系列产品型”（即产品结构丰富，涵盖三类产品，既能提供普通线缆材料，又能提供特种线缆材料，能够

满足客户多样化的产品需求）线缆用高分子材料生产企业之一，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依托自身研发实力，主动开展性价比

较高的新品研发，积极探寻与下游企业的合作，以引导下游企业选择新产品替代原有产品，创造更大的市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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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8,032,672.60 1,378,511,138.36 13.75% 1,124,402,353.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3,235,746.31 58,778,932.18 7.58% 61,867,370.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1,064,930.21 57,577,870.62 6.06% 60,904,143.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403,914.76 74,770,249.73 -23.23% 68,847,283.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0.18 11.11% 0.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0.18 11.11% 0.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94% 7.89% 0.05% 8.93%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2,147,738,463.13 1,809,104,742.63 18.72% 1,449,783,321.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21,649,056.33 770,716,970.88 6.61% 719,981,64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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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367,405.79 395,514,173.11 431,421,780.19 432,729,313.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411,498.59 20,543,185.19 18,073,089.06 12,207,973.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691,707.19 20,269,297.25 17,059,868.08 13,044,057.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927,427.46 -28,447,559.66 148,655,496.19 -39,876,59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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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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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28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9,876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0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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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总数 总数 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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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德威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2.90% 105,275,900 0 质押 102,000,000 

苏州香塘创

业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6.88% 22,000,000 0 质押 22,000,000 

苏州蓝壹创

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6.25% 20,000,000 0   

苏州信托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4.36% 13,950,000 0   

苏州吴中国

发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13% 10,000,000 0   

苏州高新国

发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13% 10,000,000 0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南方产业

活力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50% 8,000,158 0   

中国建设银

行－南方盛

元红利股票

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84% 5,900,521 0   

长江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30% 4,150,200 0   

华泰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12% 3,592,33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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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68,032,672.60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75 %；实现利润总额 78,602,696.63元，比上年同

期增长7.11%；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63,235,746.31元，比上年同期增加7.85%。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2,147,738,463.13元，同比增长18.72%；股东权益854,322,099.60元，同比增长8.06%。报告期内，公司实现127,441吨的销

量,公司募投项目全部达产。其中XLPE材料在2015年的营业收入达到714,421,594.33元,同比增长30.88%，同时公司产品内外

屏蔽材料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93,751,216.75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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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LPE 料 714,421,594.33 614,312,669.21 14.01% 30.88% 32.35% -6.40% 

通用 PVC 料 141,355,704.98 129,158,079.46 8.63% -20.10% -19.78% -4.01% 

内外屏蔽料 293,751,216.75 244,787,304.80 16.67% 43.56% 42.29% 4.68% 

汽车线束料 103,709,198.99 74,033,705.98 28.61% 0.60% -0.82%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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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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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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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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苏州工讯科技有限公司 

2015年公司以1,000万元增资苏州工讯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完成后苏州工讯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250万元，公司持有苏州工讯

60%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苏州工讯自2015年9月起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法定代表人：张晶晶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开发；手机软硬件开发；电子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物联网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加

工服装；经销机电设备、管道设备、制冷设备、供暖设备、照明设备、仓储设备、塑胶制品及原料、五金交电、计算机软硬

件、电子产品、建筑材料、金属材料、化工产品及原料、装饰材料、冶炼设备、环保设备、五金轴承、电线电缆、润滑油、

煤炭、生物质颗粒、劳保用品、办公用品、机械设备零配件、汽车配件、蒸汽；供应液化天然气（LNG）、压缩天然气（CNG）；

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投资管理；防水工程；机电设备安装、维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

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上海捷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15年公司以1,000万元增资上海捷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完成后上海捷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4.0816万元，公司持有上

海捷报51%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上海捷报自2015年11月起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法定代表人：王应尽 

经营范围：从事信息科技、计算机软硬件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电脑耗材及配件、电子产品、

通讯设备及相关产品、办公用品的销售，商务咨询（除经纪）。【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苏州德威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2015年公司出资设立苏州德威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1亿元，截止2015年末实收资本人民币1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郎枫 

经营范围：以受让应收账款的方式提供贸易融资；应收账款的收付结算、管理与催收；销售分户（分类）账管理；与本公司

业务相关的非商业性坏账担保；客户资信调查与评估；相关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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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