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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59                           证券简称：国风塑业                           公告编号：2018-007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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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声明 

所有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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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739,449,73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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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国风塑业 股票代码 000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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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静 杨应林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铭传路

1000 号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铭传路

1000 号 

传真 0551-68560801 0551-68560801 

电话 0551-68560860 0551-68560860 

电子信箱 ir@guofeng.com ir@guofeng.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生产经营双向拉伸聚丙烯薄膜和双向拉伸聚酯薄膜等包装膜材料和电子信息用膜材料、木塑新材料、工程塑料

以及蓝宝石晶片等。公司是集研发、采购、生产、销售完整体系的制造型企业，主营业务较集中，包装膜材料和电子信息用

膜材料占公司业务的80%。 

面对日益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公司充分利用研发、品牌和品质优势，积极调整产品结构，提高产品毛利率。公司利用

厂区搬迁对原有生产线设备进行技术升级改造，优化产品结构，提高生产效率。同时，继电容膜项目、预涂膜项目相继投产

后，公司积极谋划电子信息用的高端功能膜材料项目，投资建设年产180吨高性能微电子级聚酰亚胺膜材料项目，持续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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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产业转型升级。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模式及行业地位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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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1,173,119,887.00 1,144,815,939.10 2.47% 1,090,279,298.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227,784.96 18,357,708.23 228.08% 9,531,057.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6,821,236.23 -43,478,769.52 -30.69% -67,821,704.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247,716.87 26,762,845.59 -160.71% 49,753,911.7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2 300.00% 0.01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2 300.00% 0.01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2% 1.25% 2.77% 0.68%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总资产 2,146,898,005.93 2,088,857,603.55 2.78% 1,938,075,325.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69,820,170.48 1,416,986,882.82 3.73% 1,398,629,15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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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525,822.99 264,178,288.76 276,648,170.92 350,767,604.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055,608.36 15,948,885.49 -5,815,034.44 42,038,325.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07,817.31 -12,316,742.22 -13,527,714.21 -30,168,962.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41,240.94 18,247,857.86 -3,901,961.25 -31,434,85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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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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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348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55,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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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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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产业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11% 185,679,729    

张流绪 境内自然人 0.64% 4,744,200    

张兵峰 境内自然人 0.58% 4,282,300    

刘英 境内自然人 0.53% 3,948,730    

丁闵 境内自然人 0.41% 3,012,700    

洪文晖 境内自然人 0.39% 2,848,100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民享传奇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0.35% 2,597,981    

梁玉 境内自然人 0.31% 2,280,300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安盈鑫享 3 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0.26% 1,942,824    

岳玉峰 境内自然人 0.25% 1,814,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本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是否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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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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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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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我国国民经济稳中向好，GDP 增速达到 6.9%，经济活力、动力和潜力不断释

放，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实现了平稳健康发展。但国内外经济前景依然复杂多变。公司所处膜材料市场呈

现一定的发展机遇，行业整体产能相对市场需求依旧呈现一定程度的过剩，原材料价格波动明显，市场环境依旧严峻。 

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全面分析和研判错综复杂的经营环境，紧紧围绕“抓产品结构调整，提质增效；抓产业转型升级，

培育新动能；抓思想与机制变革，激发内生活力”工作主基调，进一步加大市场开拓力度，狠抓产品结构调整，实施差异化、

特种化和高端化的竞争策略，不断提升客户个性化服务水平，经营质量不断改善，转型升级步伐加快，新基地建设快速推进，

创新管理迸发活力。报告期内，公司全体员工顽强拼搏，砥砺奋进，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绩： 

1.经营业绩持续向好 

报告期内，公司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通过贴近市场需求促存量调整，优化产品结构、

客户结构和服务结构，坚持走个性化和差异化发展之路。全年在生产线逐步搬迁和注塑厂关停等因素影响下，依然完成主要

目标任务。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7,311.99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4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22.78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28%。 

另外，木塑业务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持续向国际市场发力，出口业务产销规模稳步提高，促进经营效益的稳定；

注塑业务借助中国自主品牌汽车和新能源汽车的崛起，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积极抢占市场，与众泰、长安等汽车制造商建

立合作关系，经营效益得到提升。 

2.改革创新不断深入 

报告期内，公司有进有退优化产业布局，稳步推进搬迁改造，持续提高技术创新引领能力。一是新基地建设初具规模，

完成年产 3.5 万吨 BOPP 薄膜生产线以及公司办公后勤的搬迁，18 万平米的建筑项目拔地而起；二是启动年产 180 吨高性能

微电子级聚酰亚胺薄膜项目建设，与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设备采购合同和技术合作协议，有序推进项目建设；

三是关停缺乏竞争力并面临搬迁的注塑厂，将其资源与芜湖塑胶进行整合，确定将芜湖塑胶发展为省内一流汽车配套服务商

的奋斗目标；四是深入调研柔性显示高阻隔薄膜等新材料项目，为公司后续发展做好项目储备；五是持续增强技术创新，以

市场为导向，开发的双电超透 BOPP 薄膜、高热封强度 BOPET 薄膜、共挤木塑等新品进入批量生产阶段，无底涂剂预涂基

膜取得突破性进展，两项行业标准发布实施，获得专利授权 29 项，其中发明专利 11 项。 

3.科学管理显著提升 

一是研究完善薪酬体系、优化考核机制、调整生产和市场考核办法、梳理组织机构职能和设置以及流程再造提供运营效

率等五大管理提升课题，并全面推进；二是推动人力资源创新，开展岗位竞聘，委托外部机构测评，选派管理干部研修深造，

扩宽人才发展渠道，提高工作热情；三是强化制度建设夯实管理基础，对工程签证管理、非竞争性采购管理、招投标管理等

制度进行修订；四是创新开展“互醒互帮”和“没有任何借口”活动，增强协同能力和工作效能；五是抓好降本增效常态化，在

备件国产化替代、国产原料添加剂替代、提高产品质量等方面进展明显；六是狠抓安全生产，推行“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的安全责任目标管理机制，层层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改进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机制。 

4.企业文化凝心聚力 

一是采取传统报纸与新媒体相结合的方式，利用《国风报》和微信公众号加强企业文化宣传；二是开展春节慰问、金秋

助学、员工体检和高温送清凉等活动，加大员工关怀；三是组织“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为主题的职工运动会，“每季度读一

本书、每季度走 150 公里”等活动，丰富员工业余文化生活；四是基层党建工作迈上新台阶，推进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一岗双责”，强化党风廉政建设，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修身慎行廉洁从业，发挥基层党组

织战斗力，助力企业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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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料薄膜 895,724,367.88 75,013,515.29 8.37% 1.77% 1.95%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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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塑料 167,767,279.98 27,645,411.29 16.48% -7.45% -10.60% 2.94% 

新型木塑建材 82,799,526.92 18,850,294.43 22.77% 2.36% 7.46% -3.66% 

其他 26,828,712.22 -2,016,695.31 -7.52% 954.15% 530.13% 7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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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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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公司自 2017年 1月 1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号）相关规定，采用未

来适用法处理。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在将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

单独列报“其他收益”项目，将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

补助在该项目反映。 

“营业外收入”、“其他收益” 

将自 2017年 1月 1日起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

从利润表“营业外收入”项目调整为利润表“其他收

益”列报，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增加合并利润表“其他收益”本期金额 9,811,508.46

元，减少合并利润表“营业外收入”本期金额

9,811,508.46元；增加母公司利润表“其他收益”本

期金额 5,716,488.30元，减少母公司利润表“营业外

收入本期金额” 5,716,488.30元。 

（2）.本公司自 2017年 5月 28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及终止经营》（财会

〔2017〕13号）相关规定，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在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中区分“持续经

营净利润”与“终止经营净利润”。 
“持续经营净利润” 

在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中区分“持续经

营净利润”与“终止经营净利润”项目。 

增加合并利润表“持续经营净利润” 本期金额 42,476,909.06元；

增加母公司利润表“持续经营净利润”本期金额 52,905,935.71元。

增加合并利润表“持续经营净利润”上期金额 8,907,920.5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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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增加母公司利润表“持续经营净利润”上期金额 4,623,140.94元。 

新增持有待售资产、持有待售负债 “持有待售资产”“持有待售负债” 

新增持有待售资产、持有待售负债 

增加合并资产负债表“持有待售资产”本期金额 9,085,292.57元，

增加母公司资产负债表“持有待售资产本期”  本期金额

9,085,292.57元。 

调整持有待售资产减值 无影响 

（3）.本公司自 2017 年 1 月 1 日采用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相

关规定。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在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中新增“资产

处置收益”行项目，并追溯调整。 
“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资产处置收益” 

在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中新增“资产

处置收益”行项目，将部分原列示为

“营业外收入”及“营业外支出”的

资产处置损益重分至“资产处置收益”

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增加本期合并利润表“资产处置收益”103,391,653.61元，增加上期合

并利润表“资产处置收益”37,476,254.83元；减少本期合并利润表“营

业外收入”109,080,089.59 元，减少本期合并利润表“营业外支出”

5,688,435.98 元；减少上期合并利润表“营业外收入”37,509,025.54

元，减少上期合并利润表“营业外支出”32,770.71元。 

增加本期母公司利润表“资产处置收益”103,410,248.01元，增加上期

母公司利润表“资产处置收益”37,509,025.54 元；减少本期母公司利

润表“营业外收入”109,098,683.99元，减少本期母公司利润表“营业

外支出”5,688,435.98 元；减少上期母公司利润表“营业外收入”

37,509,025.5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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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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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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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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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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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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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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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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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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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