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0876                                                  公司简称：洛阳玻璃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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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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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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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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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玻璃 600876   

H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 

洛阳玻璃股份 0110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知新 赵志明 

电话 86-379-63908588、63908637 86-379-63908833 

传真 86-379-63251984 86-379-63251984 

电子信箱 lywzhx@126.com lybl600876@163.com 

 

1.6 按照中国会计准则，本公司 2015 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人民币-18,475.51

万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人民币-135,472.89 万元，累计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153,948.40

万元。故本公司 2015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同时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本公司是世界三大浮法工艺之一“洛阳浮法玻璃工艺技术”的诞生地，主要从事浮法玻璃制

造和销售。公司拥有浮法玻璃生产核心技术及多项自主知识产权，在超薄及超白超薄浮法玻璃生

产技术方面具备较强的产品研发和技术攻关的团队与经验。公司是目前国内极少数具备批量生产

0.2mm—1.3mm 系列超薄浮法玻璃产品的生产企业之一。报告期内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实现

了主营业务从普通浮法玻璃向光电电子和信息显示超薄玻璃的业务转型。 

目前公司主要产品为超薄玻璃基板，超薄玻璃基板行业位于电子行业产业链的上游。根据具

体的加工方式和应用场合，超薄玻璃基板在平板显示设备及触控设备中主要起到显示、触控、视

窗防护等核心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设备的功能及属性。因此，超薄玻璃基板具有不可替代

性，并随着整个电子产品市场的发展具备较为良好的增长前景。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3年 

总资产 1,314,035,081.52 1,772,733,209.67 -25.88 1,303,779,336.86 

营业收入 662,156,635.13 660,058,269.97 0.32 375,735,014.4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84,755,120.74 21,159,211.92 -973.17 -98,973,162.6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15,852,344.62 -153,622,896.29   -126,902,481.7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278,344,996.00 717,077,784.06 -61.18 103,313,890.92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31,037,564.70 -40,574,860.63   11,240,065.93 

期末总股本 515,018,242.00 500,018,242 3.00 500,018,242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3587 0.0411 -972.75 -0.198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3587 0.0411 -972.75 -0.1980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29.58 18.58 减少48.16个百

分点 

-119.77 

报告期末公司前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说明 

公司于报告期内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将蚌埠中显公司纳入合并范围，按照同一控制下企业合

并编制合并报表，并对比较报表进行了追溯。 

 

 



四 2015 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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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221,286.83 211,853,104.15 126,054,171.89 170,028,072.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5,345,398.93 -84,084,116.49 -36,355,886.85 -38,969,718.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5,189,954.45 -87,517,782.37 -41,141,089.71 -62,003,518.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71,064,912.37 -7,084,129.76 -35,674,380.70 -17,214,141.87 

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将蚌埠中显公司纳入合并范围，按照同一控制下企

业合并编制合并报表，对前三季度报表进行了追溯，因此前三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有

差异。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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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000，其中 A股 67,949股，

H股 51股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1,846，其中 A股 71,797股，

H股 49股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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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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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

（代理人）有

限公司 

401,700 248,262,698 48.20 0 未知   境外

法人 

中国洛阳浮法

玻璃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15,000,000 174,018,242 33.79 15,000,000 质押 159,018,242 国有

法人 

刘碧波 1,361,600 1,361,600 0.26 0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1,220,700 1,220,700 0.24 0 未知   境内

非国



－富国中证国

有企业改革指

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有法

人 

张立新 -1,760,000 1,000,000 0.19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香港中央结算

（代理人）有

限公司 

485,621 485,621 0.09 0 未知   境外

法人 

CHUK YEE MEN 

LIZA 

374,000 374,000 0.07 0 未知   未知 

金瑞明 315,394 315,394 0.06 0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李锦松 306,700 306,700 0.06 0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WONG SING TO 300,000 300,000 0.06 0 未知   境外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 中国洛阳浮法玻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其它

流通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它流通股股东

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也未知其它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数为分别代表其

多个客户所持有。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

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5.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 年受国内宏观经济下行、房地产市场低迷等因素影响,玻璃市场延续颓势,普通玻璃成本

售价严重倒挂,超薄玻璃供大于求矛盾加剧，售价大幅下滑。面对严峻形势，公司着力推动转型升

级，实施资产重组，推进工艺技术创新，开展“增节降”工作，保证了生产经营稳定运行。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6,215.66 万元，同比增加 209.84 万元 ；实现营业利润

-18,439.41 万元，同比减少 12,739.94 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利润-18,475.51 万元，

同比减少 20,591.43 万元。 

2015 年开展的主要工作 

1.重大资产重组顺利实施，转型升级初见成效 

报告期内，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工作顺利有序推进，重组方案先后通过了国务院国资委、两地

交易所、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的审议审核，12 月 3 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批复，2015 年 12 月 21 日完成了资产交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顺利实施，有效改善了公司资产质

量和财务状况，主营业务实现了转型升级，盈利能力得到了明显提高，也为后续的良性发展奠定

了重要而坚实基础。同时资产重组也提升了公司在资本市场的形象，得到了资本市场的高度认可。 

2.工艺技术实现新突破，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 

报告期内， 0.28mm 、0.25mm 和 0.2mm 浮法玻璃超薄新产品相继在龙海公司、蚌埠公司

成功量产，不断刷新国内浮法超薄玻璃新纪录，使公司成为国内唯一一家拥有 0.2mm 到 1.3mm14

个超薄玻璃系列产品的生产企业。龙玻公司成功生产出国内目前最薄的 0.55mm 超薄超白玻璃，

并在产量、质量、总成品率、品种规格、生产周期等方面都有新提高新突破。 

技术革新，硕果累累。龙海公司《0.45mm 电子玻璃的技术研究及应用》、《0.33mm 超薄高档

电子玻璃的研发及产业化》、《洁净化管理在超薄电子玻璃中的应用》及龙玻公司《超薄玻璃生产

线降低天然气技术的研发及应用》等获得中建材集团技术革新、科技进步一等奖；蚌埠公司《触

控显示用超薄浮法电子玻璃工业化制备关键技术开发》获得安徽省科技进步一等奖，《超薄浮法电

子玻璃》获得“安徽工业精品”称号，申请并获得新型实用专利 10 项。 

3.大力推进节能减排，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积极探索节能新技术，不断优化工艺参数，降低天然气使用量，实现了节能目标。报告期内，

龙海公司累计节约天然气 64.6 万立方，蚌埠公司累计节约天然气 69.3 万立方，龙玻公司累计节约

天然气 14.44 万立方。 

各生产线烟气除尘和脱硝环保工程相继竣工并投入运行，环保项目均已通过洛阳市环境保护

局现场验收，生产线烟气、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达到国家《电子玻璃工业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GB29495-2013）的要求。 

4.以“增节降”为抓手，有效促进降本增效。 

坚持中建材“四抓四控、四增四减”经营工作原则，紧扣“成本点、效益点、风险点”，扎实

开展增节降活动，学习推广“八大工法”，狠抓措施落实，降本增效成效显著。 

龙海公司通过实施“玻璃熔窑助燃风取热风工程”新技术, 创新蓄热室格子体热修方法，加

强窑体关键部位保温，采用富氧燃烧技术，保证窑炉安全运行，有效提高热利用效率，大幅降低

能耗，降低费用 200 多万元；通过欠板改切、压库纸张再利用等，节约费用 23 万余元。 

蚌埠公司通过优化工艺，降低天然气用量及用电量，降低费用 200 多万元；通过降低防霉纸

单位克重，年节约采购成本 30 余万元；通过改进刀具及加强管理，提高日产量约 2000 平方米；

通过比价采购，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 

龙玻公司积极推进日成本核算，降低单位制造成本；通过完善窑炉工艺技术，降低天然气消

耗，节约燃气费用 44.19 万元。 

5.优化产品结构，紧跟市场需求 

报告期内，抓住产品需求快速增长的市场机会，加大工艺技术攻关，增加 0.33mm 和 0.4mm

等高附加值品种系列的生产和销售，销量较 2014 年增加两倍多。 

龙昊公司加大 2 ㎜等系列产品的攻关力度，努力提高总成品率和产品质量，2 ㎜、5mm、6mm

优质浮法玻璃大量进入高档玻璃深加工领域，产品毛利率不断提高。 

6.围绕质量提高，提升品牌形象 



多措并举强化质量意识，提高产品质量，提升品牌竞争力。从原料进厂、生产过程工艺控制

到产品检验、库存管理等全过程加强质量控制。通过邀请下游客户进厂，对产品质量检验标准、

产品质量管理体系等进行交流、沟通，并结合用户要求进行完善；通过加大样品送检、抽检频率

和频次，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等级符合率。 

7.加强价格协调，稳定产品售价。 

密切关注国内超薄玻璃市场动向，适时调整营销策略。在努力稳定老客户的同时积极开发新

客户，确保公司市场份额稳中有升。加强厂家协调，稳定市场价格，主动联系生产厂家进行价格

协调，加强行业自律。 

9.夯实管理基础，提升综合绩效 

实施绩效管理，按月进行绩效考评，发挥激励约束机制，促进各项指标落实到位。坚持对标

管理，各子公司之间对照先进查找差距，谋求改进，针对短板联合攻关，协同进步，实现了相互

间生产技术经验共享，促进生产控制水平不断提高。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7.2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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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报告期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合并范围发生重大变化，增加蚌埠中建材信息显示材

料有限公司 1 家公司，因资产置换减少洛玻集团龙飞玻璃有限公司、沂南华盛矿产实业有限公司、

洛玻集团洛阳龙昊玻璃有限公司、登封洛玻硅砂有限公司共 4 家公司。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冲 

2016 年 8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