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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08            证券简称：沧州明珠               公告编号：2018-064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陈宏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庆亮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文章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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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5,098,446,022.45 3,828,758,493.54 33.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248,424,588.92 3,156,477,804.99 2.91%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007,378,177.46 0.42% 2,503,085,305.71 -5.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6,709,203.62 16.72% 310,088,968.53 -30.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9,468,019.35 -68.48% 159,874,609.27 -63.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5,485,500.77 -37.18% 72,779,205.42 -65.3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17 16.76% 0.2187 -30.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17 16.76% 0.2187 -30.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2% 0.60% 9.52% -5.7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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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

销部分） 
-18,754.77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8,056,844.14 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到政府补助所致。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04,559.53 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到赔偿金所致。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35,186,456.93 

主要是公司受让河北沧州东塑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持有的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已达到重要影响，按权益法核算，原持有的

沧州银行股权由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经过调

整后改按权益法核算产生的投资收益。 

减：所得税影响额 3,254,976.5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9,770.02  

合计 150,214,359.2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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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52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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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沧州东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64% 420,274,204 0 质押 220,765,999 

钜鸿（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6.60% 93,563,779 0 质押 68,555,000 

金元顺安基金－浙商银行－万向信托－万向

信托－星辰 14 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1.36% 19,282,204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7% 15,205,684 0   

GIC PRIVATE LIMITED 境外法人 0.87% 12,383,10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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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福星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福星高照 1 号

私募投资基金 
其他 0.39% 5,590,217 0   

台湾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0.36% 5,154,591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35% 4,935,911 0   

黄金成 境内自然人 0.33% 4,685,605 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南信托·大西部丝

绸之路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28% 3,991,217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河北沧州东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20,274,204 人民币普通股 420,274,204 

钜鸿（香港）有限公司 93,563,779 人民币普通股 93,563,779 

金元顺安基金－浙商银行－万向信托－万向信托－星辰

14 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托 
19,282,204 人民币普通股 19,282,20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5,205,684 人民币普通股 15,205,684 

GIC PRIVATE LIMITED 12,383,107 人民币普通股 12,383,107 

深圳福星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福星高照 1 号私募投资基金 5,590,217 人民币普通股 5,590,217 

台湾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5,154,591 人民币普通股 5,154,59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935,911 人民币普通股 4,935,911 

黄金成 4,685,605 人民币普通股 4,685,605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南信托·大西部丝绸之路 1 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991,217 人民币普通股 3,991,21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截止 2018 年 09 月 30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无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的股东。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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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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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本报告期应收票据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 213,796,125.28 元，降幅 39.04%，主要原因是票据贴现、支付所致。 

2、本报告期应收账款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 397,263,290.67 元，增幅 52.59%，主要原因是产品销售未收回的货款较期初增加

所致。 

3、本报告期预付款项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34,143,083.60元，增幅80.48%，主要原因是原材料采购金额增加所致。 

4、本报告期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34,096,573.34元，降幅61.74%，主要原因是公司因采购设备缴纳的海关保证金

减少所致。 

5、本报告期存货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116,878,601.20元，增幅40.14%，主要原因是公司采购原材料及产品库存增加所致。 

6、本报告期其他流动资产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27,780,564.75元，增幅40.72%，主要原因是公司因湿法锂离子电池隔膜项目

建设购买设备增加所致。 

7、本报告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33,000,000.00元，降幅96.34%，主要原因是公司受让了河北沧州东塑集

团所持有的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入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所致。 

8、本报告期长期股权投资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876,510,730.43元，增幅15576.34%，主要原因是公司受让了河北沧州东塑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所致。 

9、本报告期在建工程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241,043,233.38元，降幅79.39%，主要原因是湿法锂离子电池隔膜项目转固所致。 

10、本报告期无形资产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102,675,684.56元，增幅79.91%，主要原因是公司新增土地所致。 

11、本报告期长期待摊费用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1,306,213.93元，增幅102.26%，主要原因是新增RTP研发项目以及租入土地、

房产改良支出等每月摊销所致。 

12、本报告期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29,142,241.52元，降幅69.86%，主要原因是工程款和设备款收到发票所致。 

13、本报告期短期借款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1,051,967,582.28元，增幅739.95%，主要原因是公司银行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14、本报告期预收款项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14,366,176.82元，增幅95.88%，主要原因是BOPA薄膜产品预收客户货款增加所致。 

15、本报告期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20,592,000.28元，降幅44.33%，主要原因是2017年计提年终奖和全年的高管

薪酬所致。 

16、本报告期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12,725,157.98 元，增幅54.91%，主要原因是公司代理费、咨询费等费用增加

以及公司进口押汇利息增加所致。 

17、本报告期递延收益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79,886,085.86元，增幅88.22%，主要原因是公司扶持资金增加所致。 

18、本报告期股本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327,213,276.00元，增幅30.00%，主要原因是公司实施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转增股

本所致。 

19、本报告期资本公积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327,213,276.00元，降幅64.02%，主要原因是公司实施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转

增股本所致。 

20、本报告期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32,368,743.64元，增幅196.36%，主要原因是公司贷款金额增加、利率变动及汇兑损

益增加所致。 

21、本报告期利息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2,065,128.54元，增幅159.66%，主要原因是存放银行款项增加所致（注：财务报表中

利息收入作为财务费用的抵减项以负号列示）。 

22、本报告期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138,009,658.60元，增幅2748.78%，主要原因是公司持有的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

份增值导致投资收益增加。 

23、本报告期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54,332.41元，增幅77.68%，主要原因是黄骅中燃天然气输

配有限公司本年利润较上年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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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本报告期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13,200,042.97 元，增幅296.84%，主要原因是与经营相关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25、本报告期营业利润、利润总额、所得税费用、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较上年同期减少 201,138,189.52

元、211,085,332.76 元、74,691,185.54 元、136,394,147.22 元和 134,805,242.39 元 ，降幅分别为 35.92%、36.99%、59.47%、

30.65%和 30.30%，主要原因是薄膜和隔膜产品的售价降低，管道产品的销量降低所致。 

26、本报告期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9,949,599.71 元，降幅93.19%，主要原因是违约金、赔偿款、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27、本报告期收到的税费返还较上年同期增加1,495,900.49元，增幅154.25%，主要原因是公司产品出口数量增多收到的出口

退税款增加所致。 

28、本报告期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7,042,467.71元，增幅33.97%，主要原因是收到的招商引资补

贴增加所致。 

29、本报告期支付的各项税费较上年同期减少123,346,207.47元，降幅50.54%，主要原因是产品销售收入减少导致增值税及

所得税减少所致。 

30、本报告期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3,917,308.86元，增幅103.02%，主要原因是原来持有沧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股份增值所致。    

31、本报告期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15,670.34元，增幅425.82%，主要原

因是处置固定资产增加所致。 

32、本报告期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211,950,747.02元，降幅56.58%，主要原

因是2017年公司建设湿法锂离子电池隔膜新项目购买设备等支付的款项增加所致。 

33、本报告期投资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708,200,000.00元，上年同期金额为0，主要原因是公司受让了河北沧州东塑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沧州银行股权所支付的现金所致。 

34、本报告期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为0，较上年同期增加466,449.38元，增幅100%，主要原因是2017年存在增发股票发行费

所致。 

35、本报告期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526,748,526.77元，增幅102.16%，主要原因是短期借款及进口押汇增加所

致。 

36、本报告期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相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12,955,000.00元，降幅91.07%，主要原因是收到的政府补助较

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37、本报告期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436,311,766.99元，降幅77.36%，主要原因是偿还进口押汇和借款支付的

现金减少所致。 

38、本报告期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112,124,273.76元，增幅93.38%，主要原因是分配股利

支付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39、本报告期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较上年同期增加2,703,416.77元，增幅121.98%，主要原因是汇率变动影响所致。 

注：上述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分析描述中的“本报告期”指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2017年10月19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沧州明珠隔膜科技有限公司投资

“年产5,000万平方米干法锂离子电池隔膜项目”的议案》，截至本报告期末，该项目正在按计划实施中。（详见《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告2017-062号）。 

     公司于2016年01月2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有关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的相关议案和《关

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由公司控股子公司沧州明珠锂电隔膜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年产10,500 万平方米湿法

锂离子电池隔膜项目”中的第一条生产线于2017年07月建设完成并投产，其余两条生产线也于2018年07月投产（详见《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告2017-045号、2018-045号）。 

     公司于2018年07月11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以及2018年07月27日召开的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河北沧州东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议案》，独立董事就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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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编

号：2018-042号《沧州明珠关于受让河北沧州东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全部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以及《沧州明珠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18-046号。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上述股权受让事项已办理完毕。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全资子公司沧州明珠隔膜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年产

5,000 万平方米干法锂离子电池隔膜项目”的公告 
2017 年 10 月 20 日 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 2017-062 号 

关于“年产 10,500 万平方米湿法锂离子电池隔膜项目”

全部投产的公告 
2018 年 07 月 18 日 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 2017-045 号 

沧州明珠关于受让河北沧州东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全部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2018 年 07 月 12 日 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 2017-042 号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河北沧州东

塑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于

桂亭、钜鸿

（香港）有限

公司 

关于同业竞争、

关联交易、资金

占用方面的承

诺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控股股

东河北沧州东塑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实际控制人于桂亭和第二大股

东钜鸿（香港）有限公司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诺。 

2004 年 07

月 02 日 
长期有效 

正在严格

履行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应当详细说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不适用 

四、对 2018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50.00% 至 -20.00%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27,264 至 43,622.4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54,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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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公司受让河北沧州东塑集团股份有限持有的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投资收益增加；2、PE 管道产品原材料因受汇率变动影响导致价

格上涨，导致产品成本增加，盈利能力下降；3、BOPA 薄膜产品销售

价格自 2018 年开始降幅较大，产品盈利能力降低；4、锂离子电池隔

膜产品销售价格较上年同期下降，公司新投产的湿法锂离子电池隔膜生

产线产能未能得到完全释放，导致产品成本较高，产品盈利能力下降；

5、因贷款金额较上年增加及汇率变动影响，导致财务费用增加。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类别 

初始

投资

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

累计公允价

值变动 

报告期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内售出

金额 

累计投资收

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金融衍生工具  0.00  5,198,238.72 5,198,238.72 335,395.98 0.00 自有资金 

金融衍生工具  0.00  28,622,009.53 28,622,009.53 -51,175.31 0.00 自有资金 

金融衍生工具  0.00  15,526,568.51 15,526,568.51 1,001,790.99 0.00 自有资金 

金融衍生工具  0.00  29,670,019.50 29,670,019.50 834,918.81 0.00 自有资金 

金融衍生工具  0.00  16,958,355.48 16,958,355.48 467,457.03 0.00 自有资金 

金融衍生工具  0.00  7,370,560.74 7,370,560.74 184,364.95 0.00 自有资金 

金融衍生工具  0.00  21,509,592.39 21,509,592.39 572,335.38 0.00 自有资金 

金融衍生工具  386,887.85  11,533,876.20   11,920,764.05 自有资金 

金融衍生工具  571,582.10  17,308,896.41   17,880,478.51 自有资金 

金融衍生工具  716,264.39  21,721,264.28   22,437,528.67 自有资金 

金融衍生工具  755,715.64  22,999,350.70   23,755,066.34 自有资金 

金融衍生工具  192,419.03  11,847,623.04   12,040,042.07 自有资金 

金融衍生工具  880,813.40  36,130,090.59   37,010,903.99 自有资金 

金融衍生工具  1,099,315.80  46,213,385.63   47,312,701.43 自有资金 

金融衍生工具  6,407.57  190,246.63   196,654.20 自有资金 

金融衍生工具  9,531.99  285,747.78   295,279.77 自有资金 

金融衍生工具  11,789.59  353,740.69   365,530.28 自有资金 

金融衍生工具  12,630.95  379,838.92   392,469.87 自有资金 

金融衍生工具  1,069,228.89  32,328,126.28   33,397,355.17 自有资金 

金融衍生工具  15,550.68  470,175.03   485,725.71 自有资金 

金融衍生工具  2,371.31  171,131.77   173,503.08 自有资金 

金融衍生工具  163,088.67  11,769,704.10   11,932,792.77 自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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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衍生工具  -56,403.84  29,798,184.82   29,741,780.98 自有资金 

金融衍生工具  -75,618.40  27,898,875.58   27,823,257.18 自有资金 

金融衍生工具  -65,193.61  47,452,650.32   47,387,456.71 自有资金 

合计 0.00 5,696,382.01 0.00 443,708,253.64 124,855,344.87 3,345,087.83 324,549,290.78 --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8 年 01 月 19 日 实地调研 个人 
内容详见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m.p5w.net/ssgs/S002108/）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8【001】 

2018 年 02 月 0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内容详见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m.p5w.net/ssgs/S002108/）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8【002】 

2018 年 05 月 1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内容详见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m.p5w.net/ssgs/S002108/）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8【003】 

2018 年 05 月 17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内容详见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m.p5w.net/ssgs/S002108/）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8【004】 

2018 年 06 月 22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内容详见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m.p5w.net/ssgs/S002108/）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8【005】 

2018 年 06 月 2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内容详见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m.p5w.net/ssgs/S002108/）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8【006】 

2018 年 07 月 17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内容详见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m.p5w.net/ssgs/S002108/）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8【007】 

2018 年 08 月 3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内容详见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m.p5w.net/ssgs/S002108/）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8【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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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宏伟 

 

 2018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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