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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85                           证券简称：双星新材                           公告编号：2019-007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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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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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海林 独立董事 时间冲突 程银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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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6,278,085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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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星新材 股票代码 002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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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迪 花蕾 

办公地址 宿迁市彩塑工业园区井头街 1 号 宿迁市彩塑工业园区井头街 1 号 

电话 0527-84252088 0527-84252088 

电子信箱 wudi@shuangxingcaisu.com 002585@shuangxingcaisu.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先进高分子复合材料、光电新材料、光学膜、太阳能电池背板、聚酯电容

膜、信息材料、热收缩材料等聚酯薄膜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通过持续创新和技术研发，产

品种类不断增加，系列品种和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形成以“五大板块”为框架的产业布局，

尤其在聚酯功能膜材料、光学材料、节能窗膜、信息材料、新能源材料等方面战略推进，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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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成为业内领先的膜材料生产企业。 

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1）光学材料板块：包括光学基材、光学膜片2系列，共有130种产品，产品已进入国内

外市场，拥有众多终端客户，主要应用在液晶显示、智能手机、触摸面板等多个市场。 

（1.1）光学基材包括6系列，其中：扩散/棱镜/复合/微透用光学基材、调光玻璃用光学基

材、光学级保护离型基材等30种产品，应用于显示领域的高端材料。 

（1.2）光学膜片包括4系列：其中：扩散膜、增亮膜、微透膜、光学复合膜、2-3层复合

膜、多层复合膜、QD量子点膜、DBEF复合膜、保护膜等100种产品，应用于超高清电视、

OLED电视、曲面TV、显示器、触摸屏、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机、导航仪、车载

显示屏等多个市场，主要客户包括三星、BOE、小米、创维、TCL、长虹、康佳、康冠、冠

捷等国内外品牌商、模切厂等。 

（2）节能窗膜板块：星膜范系列节能隔热防爆膜，包括建筑窗膜、汽车窗膜、护肤膜和

调光玻璃膜，共有200种产品。 

（2.1）建筑窗膜包括纳米陶瓷隔热膜、高红外反射隔热膜（单银/双银/三银/极致四银）、

高清膜、防蓝光膜、安全防爆膜等33种产品，主要应用于建筑门窗、房外天棚、交通工具、

民居、隔断、天棚等领域。 

（2.2）汽车窗膜包括高隔热纳米窗膜、单银/双银/三银高隔热前挡、极致四银侧后档、

全防紫外线前挡、N系列侧窗、E系列磁控碳膜侧窗、SP原色磁控系列、纳米陶瓷磁控银前挡

系列、磁控银前挡、蓝银等130种产品。 

（2.3）护肤膜分为6系列，包括全防紫外线护肤膜、高清晰度原色膜等25种产品，主要

应用于汽车玻璃贴膜、建筑玻璃贴膜。 

（2.4）调光玻璃膜（智能电控液晶膜）包括标准型和彩色型6系列12种产品，主要应用

在智能家居、办公会议隔断、手术室、智能建筑视窗、酒店卫浴隔断、橱窗柜体展厅、户外

投影显示、建筑外墙及汽车玻璃等领域，具有安全、防爆、隐私、节能、环保、装饰、美观、

智能等性能，夏季节能效果可节约27.8%建筑能耗，隔紫外率高达99%以上，其中：高红外反

射隔热膜性能卓越替代进口品牌，实现了国产品牌替代进口。 

（3）信息材料板块：包括色带打印、光电显示2系列20种产品。 

（3.1）色带打印类：具备多种规格的TTR碳带膜、高端TTR膜等5种产品，主要应用于打

印色带、条形码、条幅等领域。 

（3.2）光电显示类：包括电阻式/电容式ITO导电膜、调光玻璃用ITO导电膜、低电阻ITO

导电膜、IM基膜等15种产品，主要应用于触摸面板、平板、手机等领域。 

（4）热收缩材料板块：包括PETG收缩膜、PVC收缩膜和综合类材料，共有232种产品。 

（4.1）PETG收缩膜包括超高/高/中/低/收缩率、低温收缩、抗紫外线、低收缩力、双向

拉伸等9系列22种材料，主要应用于各种标签、瓶用套装、异形容器外用等要求。 

（4.2）PVC收缩膜及功能膜包括10余款产品，已出口50多个国家和地区。 

（4.3）综合类材料包括高阻隔材料、热封材料、易撕膜、超薄复合膜、高真空金属化膜、

镀铝膜7系列200多种产品，主要用于医药包装、无菌包装、烟酒、化妆品、日化包装、制袋、

涂布、印刷、复合等市场领域。 

（5）新能源材料板块：包括太阳能电池背板、背板基材及系列15种产品。 

主要推出适应不同地区气候条件使用的太阳能电池背材基膜、太阳能电池背板膜（包括

乳白、半透明、不透明）等15种不同系列产品，满足太阳能电池封装材料需求。 

（二）经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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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战略目标成长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先进高分子复合材料企业，推进企业向高质量发

展。我国是高分子材料的产业大国，高分子材料作为重要工业支撑的材料，广泛应用于国民

经济各个领域，其中重要分类是先进高分子材料，国家新材料产业“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

将先进高分子材料列入重点发展六大材料之一，预计未来5年将有数万亿的市场规模空间，前

景广阔。 

“中国制造2025”提出，坚持“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的

基本方针，公司全面推进以“五大板块”框架产业布局，贯彻落实“六大战略”，“推动三大变革”，

做强做优主业，做精做细市场，计划通过3-5年时间，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实现高程度整合，

由矩阵式管理进入专业化、现代化，全面国际化布局，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 

1、采购模式 

公司制定完善的采购管理制度，以落实标杆采购性价比最优的原则，加强市场比价，及

时关注原材料动态，合理调控库存，并有效控制成本，确保生产稳定有序。 

2、生产模式 

公司实行扁平化管理，以项目经理责任制贯彻落实，突出以市场为导向的生产管理和项

目增加值考核管理，从研发、生产、销售与售后服务全方位质量监控，实现生产、质量和市

场建立良好沟通反馈机制，一周一会协调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实现计划与执行跟踪，带动推

进企业纵深发展。 

3、销售模式 

公司销售主要采用直销模式，产品订单销售和服务遍及国内及拓展到世界50多个国家和

地区，建立起高效、完善的销售网络，深入重点客户、区域市场、特色产品全面布局，专线、

专产品、专市场，配备专门的营销、技术和管理团队，国内设有办事机构近多处，国外布局

拓展专业市场贸易网点，多地设立服务机构，为客户提供产品服务。 

（三）业绩增长驱动要素 

通过优化产品结构，以聚酯薄膜工业中间材料，功能性、高性能持续推动发展，充分发

挥五大板块优势、产品技术开发优势、规模优势和品牌优势，实现经营效益不断提升。 

产能增长因素。通过实施已建项目的满产达效，在建项目新产能的陆续投放逐步扩张产

能，立足重点新材料、新技术、新产品的继续突破，通过技术、工艺结合，持续创新，满足

多元化需求，做精做强高分子材料领域持续向高端发展，全球布局形成竞争优势，带动公司

未来增长的驱动力。 

技术创新因素。通过自主研发，加大产品结构调整，拓展新品技术储备，加力在高端光

学材料、新型显示光学模组材料、智能穿戴、光伏材料柔性太阳能产品等新领域布局，巩固

公司高端薄膜材料的领先地位，将成为公司未来发展的驱动要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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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3,857,565,344.01 3,022,955,177.10 27.61% 2,552,739,886.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1,348,433.81 74,651,154.25 330.47% 133,022,735.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264,279,649.95 2,343,619.30 11,176.56% 109,175,0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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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3,464,127.01 13,017,412.35 1,232.55% 124,260,814.7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79 0.0678 309.88% 0.14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79 0.0678 309.88% 0.14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6% 1.09% 3.17% 2.52%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9,302,667,610.56 9,050,240,080.19 2.79% 6,687,825,837.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701,212,493.24 7,391,426,840.28 4.19% 5,346,807,25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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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688,983.07 975,322,054.15 1,100,188,426.42 1,031,365,880.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4,919,888.18 91,303,722.22 105,504,403.51 59,620,419.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4,353,308.47 87,644,603.31 104,824,403.51 7,457,334.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674,373.03 210,914,214.66 297,297,431.39 -293,073,14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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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9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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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培服 境内自然人 27.32% 315,946,969 236,960,227 质押 176,500,000 

吴迪 境内自然人 5.82% 67,255,646 67,125,646   

宿迁市迪智成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26% 60,840,000    

宿迁市启恒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26% 60,840,000  质押 60,840,000 

吕志炎 境内自然人 2.99% 34,529,057    

山东省农村经济开发投资

公司 
国有法人 2.00% 23,112,122    

北信瑞丰基金－招商银行

－华润深国投信托－华润

信托·皓熙定增 1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1.51% 17,452,668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其他 1.38% 15,999,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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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基金－招商银行－广

东粤财信托－粤财信托·菁

英 116 期单一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1.24% 14,283,427    

安徽国富产业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0% 11,600,47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吴培服为宿迁市迪智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和宿迁市启恒投资有限公司控股股

东。吴迪为吴培服之子，视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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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2016 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 

16 彩塑 01 112466 2021 年 10 月 26 日 80,000 4.09%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已于 2018 年 10 月 26 日支付 2017

年 10 月 26 日至 2018 年 10 月 25 日期间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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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本期债券等级为AA。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17.22% 18.33% -1.11% 

EBITDA 全部债务比 56.71% 38.71% 18.00% 

利息保障倍数 11.98 3.86 2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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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公司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坚持以提升质量和效益为着力点，不断

优化产品结构，持续推进创新产品的研发，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提升盈利能力；内部加强

管理，强化产品质量提升，通过创新挖潜，落实节能降耗，降本增销，有效提升了经营效益。

公司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85,756.53万元，同比增长了27.6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32,134.84万元，同比增长330.47 %。 

（一）科技创新和产品研发 

瞄准市场前沿抢先布局战略性技术，加大研发技术与创新力度，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

可持续发展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大技术研发创新投入和新产品开发，通过自主研发，重点发展以

五大板块为核心的创新产品，保持光学材料、节能窗膜、信息材料、新能源材料等优势产品

利润水平持续增长，布局高端光学基材、高隔热纳米窗膜、高显超薄化用复合膜片、光学保

护离型基材等新品量产。新增专利申请11件，授权专利16件，其中：授权发明专利6件，通过

新产品新技术鉴定6项，参与行业标准和国家环保标准制定2项，以技术创新增强核心竞争力，

形成持续成长的新动力。 

（二）重点项目持续推进和产能提升 

报告期内，积极推动研发创新及投资项目建设，年产二亿平方米光学膜项目建设进展顺

利，实现光学基膜自主开发，产品质量提升，项目后续产能陆续实现投产。推进多项技术改

造等工艺的提升，产能的陆续释放将成为公司近年业绩发展的基础驱动要素。 

（三）人才集聚，管理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深化生产经营管理，加快推行管理创新，围绕提升效率和激发活力，

以精益管理推进水平上台阶。重视集聚创新人才，以人才集聚打造团队能力提升，突出专业

技能的重要性，以才引才，用才带才，为推进技术创新提供支撑，人才结构和层次更趋优化，

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整体经营效益。 

（四）管理创新持续加强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强管理，通过创新创造效益，实现成本降低、效率提升，使创新

成为企业的核心能力，不断提升管理水平。并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整合资源，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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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竞争新优势，提升企业运营能力。 

（1）生产管理扎实推进；落实以效益为中心的精细化管理，持续项目“增加值”管理，以

推进产能利用率提升聚焦产品价值生产，管理标准化全方位推进，扭住“质量”关键点，将质

量效益作为提升管理目标重要标尺，管理水平不断提升。 

（2）基础管理不断深化；开展项目内务管理新10条落实，以创新推广应用新技术、新工

艺，开展管理“短板”和质量“痛点”的重点突破，推进降本增效，提高运营效率。 

（3）财务管理持续深化；信息化财务全方位效率推进，以节能降耗为目标，实施降本增

收和全面预算工作，落实资金风险管控，盘活存量，多方减少资金占用，资金用在刀刃上，

实现收支有度，职能参谋不断强化。 

    （4）强化物资采供管理。立足科学化、合理化，将财务管理职能深度延伸，实行阳光采

购，标杆采购，有效降低采购成本，提高采购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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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酯薄膜 3,674,252,994.95 3,062,708,081.16 16.64% 29.99% 22.01% 5.45% 

镀铝膜 84,673,712.26 70,386,494.15 16.87% -6.64% -15.07% 8.25% 

PVC 功能膜 61,324,236.58 52,690,069.29 14.08% -24.56% -20.49%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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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本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

行了相应调整。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本期余额1,154,089,383.33元，上期余额1,179,463,219.01元；

“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本期余额606,778,683.71元，上期余额507,497,140.25元；“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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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清理并入固定资产”，本期余额3,329,463,894.91元，上期余额2,509,728,845.72元；“工程物资并入在建工程”，本期余额

224,747,061.08元，上期余额911,445,567.90元；“应收利息及应收股利并入其他应收款”，本期余额8,807,547.55元，上期余额

18,735,101.24元；“应付利息及应付股利并入其他应付款”，本期余额118,583,361.97元，上期余额302,186,692.43元；调减“管

理费用”，本期121,508,267.11元，上期96,604,139.55元；单列“研发费用”，本期121,508,267.11元，上期96,604,139.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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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培服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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