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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08                证券简称：沧州明珠           公告编号：2019-008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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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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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7,924,199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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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沧州明珠 股票代码 00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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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繁联 梁芳 

办公地址 沧州市吉林大道与永济西路交叉口处明珠大厦 沧州市吉林大道与永济西路交叉口处明珠大厦 

电话 0317-2075318、0317-2075245 0317-2075318、0317-2075245 

电子信箱 lifanlian999@126.com liangfang426@12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产品、用途及行业地位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的经营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所处行业为橡胶和塑料制品业，主要产品是PE管道、BOPA薄膜和锂离子电池隔膜产品。PE管道产品主要应用于燃

气、给水等地下管网的建设，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塑料管材的需求量不断增加，我国塑料

管材业正在面临一个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BOPA薄膜产品主要应用于产品的包装，例如食品、日用品、化妆品及机械电子

产品包装等多个包装领域，BOPA薄膜是近几年世界上发展最快的高档包装材料之一，已成为继BOPP、BOPET薄膜之后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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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比重第三大的薄膜包装材料，而且新用途也不断被开发出来。锂离子电池隔膜产品应用于锂离子电池，随着新能源汽车的

迅速发展，动力锂电池需求增长迅速；便携式电子产品将进一步普及，可穿戴设备、物联网等新兴市场不断涌现，我国消费

类锂电池产业亦发展迅速。 

目前，公司在PE管道产品和BOPA薄膜产品方面凭借其规模和技术优势已成为细分行业的领军企业，在锂离子电池隔膜

产品方面随着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不断提高和完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新增产能有效释放，行业地位将逐步凸显。 

二、公司经营模式 

    （一）生产模式 

    公司所有产品均为自主生产，生产模式为以销定产，即根据市场部门的订单制订生产计划并组织生产。 

    （二）采购模式 

    公司设立了独立的采购部门，原材料均自主采购。 

    （三）销售模式 

    目前，公司产品的销售模式为直销。公司与主要客户群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市场营销体系。   

     PE塑料管材产品的销售方面，公司专门设立了管道销售中心，专门负责公司管材、管件产品的销售和经营，建立了一

支拥有丰富PE塑料管材销售经验的营销队伍，销售网络较为完善；BOPA薄膜产品的销售方面，公司薄膜事业部设立了市场

部进行产品销售和营销管理工作。根据主要销售地域和彩印基地的分布，公司设立了两个区域市场部，分管北方和南方市场。

经过近几年的市场经营，已经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销售网络；锂电池隔膜产品销售主要由公司锂电池隔膜事业部市场部负责。

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公司将进一步扩大和完善销售网络。                                         

     三、报告期内项目建设情况 

    （一）“年产10,500万平米湿法锂离子电池隔膜项目”全部建设完成并投产，达产后湿法锂离子电池隔膜产品产能将进

一步提高。 

（二）2017年09月由公司全资子公司芜湖明珠投资建设的“聚乙烯（PE）燃气、给水管道产品扩产项目”进展顺利，于

2018年01月建设完成并投产，公司年新增PE燃气、给水管道产品产能15,000吨。该项目使公司PE管道产品产能再次提升，

提高了产品的竞争能力及市场占有率。 

（三）2017年10月份，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沧州隔膜科技投资建设的“年产5,000万平方米干法锂离子电池隔膜项目”目前

正在实施中，该项目建成后将缓解公司干法锂离子电池隔膜供需矛盾，提高锂离子电池隔膜产品市场占有率及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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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3,325,099,387.99 3,524,439,329.55 -5.66% 2,764,817,544.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97,880,237.42 545,280,027.17 -45.37% 487,319,497.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20,830,795.95 538,002,872.42 -77.54% 488,519,764.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66,598,055.19 502,040,264.22 -66.82% 172,786,700.5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01 0.3846 -45.37% 0.343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01 0.3846 -45.37% 0.34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37% 18.58% -9.21% 24.10%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元） 4,846,529,540.86 3,828,758,493.54 26.58% 3,631,394,771.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244,274,081.22 3,156,477,804.99 2.78% 2,713,852,92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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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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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8,049,963.50 897,657,164.75 1,007,378,177.46 822,014,082.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487,216.95 67,892,547.96 186,709,203.62 -12,208,731.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3,832,712.62 56,369,084.34 49,672,812.31 -39,043,813.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9,508,014.79 76,801,719.44 95,485,500.77 93,818,84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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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26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9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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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沧州东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80% 422,586,045 0 质押 216,810,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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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国铭 境内自然人 1.39% 19,645,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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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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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智能

汽车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9% 5,504,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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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金成 境内自然人 0.34% 4,864,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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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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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无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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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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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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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国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公司经营面临更多挑战。2018年是公司的“管理进步年”，公司

进一步加强基础管理，促进技术能力的提升，努力开源节流，向技术要效益，向管理要成本，通过各项基础管理工作的深化

管理，公司在生产、销售、技术、管理上均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为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奠定更加扎实的基础。 

一、各重大项目建设实施情况 

（一）“年产10,500万平米湿法锂离子电池隔膜项目”全部建设完成并投产，达产后湿法锂离子电池隔膜产品产能将进

一步提高。 

（二）2017年09月由公司全资子公司芜湖明珠投资建设的“聚乙烯（PE）燃气、给水管道产品扩产项目”进展顺利，于

2018年01月建设完成并投产，公司年新增PE燃气、给水管道产品产能15,000吨。该项目使公司PE管道产品产能再次提升，提

高了产品的竞争能力及市场占有率。 

（三）2017年10月份，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沧州隔膜科技投资建设的“年产5,000万平方米干法锂离子电池隔膜项目”目

前正在实施中，该项目建成后将缓解公司干法锂离子电池隔膜供需矛盾，提高锂离子电池隔膜产品市场占有率及竞争力。    

二、公司各类产品情况 

（一）PE管道产品因“煤改气”政策推进放缓，产品销售、利润均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在此情形下，公司适时优化客

户结构，港华、华润等优质客户销售占比提升；同时，加大了给水管道产品的市场开拓和销售力度，在客户结构上也进行了

优化和拓展，开辟了北京建工、舟山水务等大型客户，以及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这一国家重点项目。报告期内，通过加强管理，

管材合格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RTP管（热塑性增强塑料管），公司采用的工艺技术是全融合玻纤带增强技术，该类产品主要适用于海陆油气田的开采

与集输，目前该类产品的生产技术只有国外极少数厂家掌握。公司RTP项目研发工作进展顺利，RTP项目经过努力，在产品

研发、市场推广和认证等方面均取得突破。 

（二）BOPA薄膜产品因市场价格的调整幅度较大，致使产品销售价格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在市场不利的情况下公司

积极开拓市场，报告期内BOPA薄膜产品的产量及销量均再创新高，BOPA薄膜销量达3.4万吨。同时BOPA薄膜在以下几个

方面开展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1、专用尼龙膜，主要适用于锂电池铝塑包装以及药品包装，该类产品目前主要依赖进口。2018年公司积极开发锂电池

软包用尼龙膜客户，实现对上海紫江、浙江道明等企业的供货与现场审核。 

2、自制母料全面使用，硅系母粒研发取得阶段性进步 

公司自2011年开始自行研发母料，近几年，自制母料在逐条生产线开发试用，除有特殊要求客户外，公司自制母料在三

个厂区六条BOPA薄膜生产线全部投入使用。同时硅系母料的研发也在二氧化硅的选型这个关键点上获得了重大进展，目前

已经投入使用。 

3、主要备件国产化，维修成本得到大幅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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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公司BOPA薄膜主要备件始终采用进口，随着生产线运转年限的增长，目前一些大备件逐渐面临更换，公司薄

膜事业部在备件国产化上寻求出路，在胶垫、变速箱、离合器等大宗备件上深入调研，大胆采用国产化备件，在保障质量的

前提下大大节省了成本。同时薄膜事业部整合三地、六条生产线的资源，统一配备备品备件，不但方便了使用，而且节省了

大量资金。 

   （三）随着新能源汽车的迅速发展，动力锂电池需求增长迅速，公司积极建设拓展锂离子电池隔膜业务，新能源汽车快

速发展的预期，使国内隔膜产能巨量增长，快速释放，但随着国家补贴政策阶梯性退坡所带来的行业发展放缓，隔膜市场出

现阶段性供求关系失衡，产能发挥不足导致产品价格断崖式下跌，使锂离子电池隔膜行业面临的市场竞争也愈加激烈。公司

锂离子电池隔膜产品产销量较上年有所提升，但随着市场价格的逐步下降以及公司新投产的湿法锂离子电池隔膜产品生产尚

处于爬坡阶段，产品产能未能全部释放，致使产品生产成本较高，产品盈利能力下降。 

2018年，公司集全体之力，调整市场定位，优化技术方案、理顺基础管理、凝聚团队合力，在各个方面出现向好的势头：

成功进入全球最大的动力电池企业CATL的供应链；湿法产线速度和收率稳步提高；节能降耗效果凸显；成本控制和经营意

识提高，团队凝聚力和战斗力不断增强。 

三、公司重要事项进展情况 

（一）2018年7月11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以及2018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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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70,820万

元受让了东塑集团持有沧州银行全部股权，本次受让股权目的在于公司实施实业+金融投资的战略，打造新的利润增长点，

实现可持续发展。截至本报告期末，股权转让事项已实施完毕。 

（二）2018年12月25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投资设立军民融合产业并购基金

的议案》。在国内军民融合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为了更好地利用资本市场，发挥公司与北京中德汇的产业优势和金融资本优

势，在更大的范围内寻求对公司有战略意义的投资和并购标的，加快公司外延性拓展步伐，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10,300 万元与北京中德汇共同投资设立军民融合产业并购基金。（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并购基金进展情况相关内容详见公

司于2019年2月20日、2月26日在巨潮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沧州明珠关于投资设立军民融合产业并购基

金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02、2019-004）。 

四、2018年，公司定位为“管理进步年”，通过思路的厘清，意识的提高，模式的重建，短板的补齐等多措共举，使各

项基础管理工作得以有效夯实和提升。 

1、 资金、资产管理 

从资金计划到使用，从资产购置到处置，从项目建设到生产经营，“管好资金、用好资产”的理念深入到各个业务层面。 

2、成本费用管理 

通过加强技术管理，提倡技改技措，提高生产效率，促进节能减排。2018年各类产品吨耗电量降低,湿法隔膜冷凝水进

行回收利用,通过合理配置岗位，整合人力资源等措施使人力成本下降。除直接成本费用外，还对生产、销售计划的匹配，

产品收率的提升、无效工时的控制、产品和辅料质量过剩的修正、设备配置浪费的调整等工作加大了管理力度。 

3、加强技术管理，提倡技改技措 

2018年公司完成了100多项技改技措项目。促进了工艺、设备的运行效率，节能降耗工作得以深入开展，促进了技术进

步，培养了技术队伍。公司出资奖励在质量效益提升、技术管理、技术改造工作中表现突出的项目和员工，激励员工技术创

新、管理创新，倡导开源节流，通过管理和技术降低成本。 

4、完善薪酬与绩效管理体系 

2018年公司推行以同岗同酬、岗技区分、突出技能、突出专业为重点的薪酬改革方案，旨在体现劳动者同岗同酬，对于

基层员工提高了固定工资比例，降低了考核比例，保证一线员工收入稳定，以技能区分能力与收入。加大了中高层的考核力

度，体现管理、技术、销售在企业经营中的影响和作用，突出履职评价、业绩评价和创新评价。同时在薪酬与绩效方案的设

计中，突出“利润增长和费用节约的额度就是薪酬提高幅度”的理念初见成效。 

5、内控体系管理 

2018年公司对80多个公司级制度进行了梳理和修订。制度的规范，流程的畅通，风险的可控，其实是企业盈利模式的建

立。让每位员工有章可依，有矩可循，以有效实现整体目标。强化责任的落实，加强考核与监督。 

6、信息化建设 

2018年信息化工作所涉及的方面越来越广：发货完成或回款到账，在外奔波的销售员可以第一时间获悉、工资明细可每

月准时查收；借助信息化手段，实现制度流程管理的信息化，实施了采购、费用报销，行政审批等多个电子审批，规范、理

顺流程的同时为工作提供了更便捷的方式，提高了工作效率。这些改变服务了经营，提高了效率。 

7、规范档案管理工作 

2018年公司明确档案管理架构、职能和责任，层层落实，修订档案管理制度，制订了档案分类、归辑、存放和利用办法。

一年来，涉及档案的员工和干部加强了档案管理和技术保密意识。 

8、加强安全环保管理力度 

公司成立了总公司级安全管理部，各公司分别成立了工作机构并逐级明确和落实责任，在机构上得以进一步健全，同时

促进了安环管理的专业化提升。在公司的统一安排部署下，紧紧围绕安全环保工作方针和目标，推动安全环保工作向精细、

扎实、有效的方向迈进。报告期内公司认真推进安全标准化、环保标准化和职业健康规范化管理工作，将安全环保管理工作

提升了一个新台阶。在深化日常性、季节性安全环保管理的同时，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认真开展安全环保生产月活

动，落实安全环保责任主体，落实各项责任措施，落实安全环保工作到岗到人，加大处罚力度。安全环保基础管理水平得到

稳步提升。报告期内，公司无发生一例重大安全和人身事故。 

9、多措并举，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2018年技术职务评聘制度正式运行，为技术人员开辟了新的职业发展通道，薪资与同级行政干部平等，且上不封顶。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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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聘任12名副工程师，3名工程师，完成55名助理工程师的定岗工作。组织了首期拜师大会，75对师徒从此结缘，相互学习，

共同提高，为技术团队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2018年公司破格提拔了部分干部，有行政职、技术职，给想干事、能干事的年轻人以施展的空间和机会。同时加大干部

考核力度，建立干部履职台帐，促进工作效率，提醒工作不足。组织年度行政和技术干部述职和评价，从年度工作计划完成、

创新工作、团队建设和下属培养等几方面述职。通过民主、履职和综合测评，对处于末位的干部分别给予了降职、降薪、转

职、转岗的处理，打破“终身制”，实现能上能下的用人机制。 

2018年，公司从国内外引进专家、博士、研究生和本科生，为企业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他们不但把先进的工作方式和

理念带了进来，而且在各自岗位充分发挥了带头作用。 

10、加强内外部培训 

2018年，公司采用内外培训形式，组织了销售管理、设备管理、固定资产管理、档案管理、职业化团队等专项培训，以

及数字岗位、生产岗位的技能培训，着重从业务人员技能化，管理人员专业化方面予以提升，培训效果明显。 

11、创新奖励机制 

奖励是对员工正确行为的肯定和引导，2018年公司组织月度岗位技能评优、班组劳动竞赛、年中年末专项评比等形式，

以奖励为主，突出先进行为、突出业绩成果。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32,509.94万元，较上年下降5.66%；实现营业利润35,242.04元、利润总额35,261.66万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9,788.02万元，分别较上年下降50.05%、49.82%、45.37%。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32,509.94万元，较上年下降5.66%。其中，PE管道塑料产品、BOPA薄膜产品、锂离子电池隔膜产

品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218,802.58万元、81,043.94万元、27,968.80万元，管道产品主营业务收入较上年增长4%，BOPA

薄膜和锂离子电池隔膜分别较上年下降12.23%、35.20%。 

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9,788.02万元，较上年下降45.37%。主要原因是BOPA薄膜产品随着市场的调整

销售价格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干法锂离子电池隔膜产品销量较上年同期有所减少，销售价格降低，导致产品收入及利润较上

年同期减少；湿法锂离子电池隔膜产品销量较上年同期增加，但因新投产的湿法锂离子电池隔膜生产线尚处于爬坡阶段，产

能尚未得到完全释放，导致产品生产成本较高，产品盈利能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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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气、给水管材、管件 2,188,025,831.47 401,393,214.37 18.34% 4.00% -13.47% -3.71% 

尼龙薄膜 810,439,396.97 154,264,833.35 19.03% -12.23% -49.90% -14.32% 

锂离子电池隔膜 279,687,978.88 -15,809,965.56 -5.65% -35.20% -107.67% -5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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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32,509.94万元，较上年下降5.66%；营业总成本317,67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1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9,788.02万元，较上年下降45.37%。 

报告期内，公司PE管道产品、BOPA薄膜产品、锂离子电池隔膜产品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218,802.58万元、81,043.94

万元、27,968.80万元，管道产品主营业务收入较上年增长4%，BOPA薄膜和锂离子电池隔膜分别较上年下降12.23%、35.20%；

PE管道产品、BOPA薄膜产品、锂离子电池隔膜产品主营业务成本分别为178,663.26万元、65,617.46万元、29,549.79万元，

主营业务成本分别较上年增长8.94%、6.62%和31.04%。主要原因是BOPA薄膜产品随着市场的调整销售价格有较大幅度的下

降；干法锂离子电池隔膜产品销量较上年同期有所减少，销售价格降低，导致产品收入及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湿法锂离子

电池隔膜产品销量较上年同期增加，但因新投产的湿法锂离子电池隔膜生产线尚处于爬坡阶段，产能尚未得到完全释放，导

致产品生产成本较高，产品盈利能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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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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2018年6月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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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进行相应调整，适用于2018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归并至“应收票据

及应收账款”；将原“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及“其他应收款”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将原“固定资产”及“固

定资产清理”行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将原“工程物资”及“在建工程”行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将原“应付票据”

及“应付账款”行项目归并至“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将原“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及“其他应付款”行项目归并至

“其他应付款”；将原“长期应付款”及“专项应付款”行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利润表中“管理费用”项目分拆“管

理费用”和“研发费用”明细项目列报；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目下增加“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列报；所

有者权益变动表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上述会计政策的变更，对可比期间的财务报表的项目与金额产生影响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 547,609,804.10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303,032,651.75 

应收账款 755,422,847.65 

应收股利 3,040,000.00 
其他应收款 55,224,920.66 

其他应收款 52,184,920.66 

在建工程 301,740,805.62 
在建工程 303,633,540.09 

工程物资 1,892,734.47 

应付票据 20,849,295.91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57,040,442.15 

应付账款 236,191,146.24 

应付利息 186,529.13 
其他应付款 23,175,087.04 

其他应付款 22,988,557.91 

管理费用 100,785,777.55 
管理费用 75,673,299.89 

研发费用 25,112,477.66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上述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2017末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和净资产以及2017年度净

利润未产生影响。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公司参照同行业上市公司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决定对生产锂离子电池隔膜产品的相关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进行变更，本

次会计估计变更已于2018年8月17日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生产锂离子电池隔膜产品的相关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本次变更前后情况如下： 

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房屋及建筑物 10-12年 10-20年 

机器设备及其他生产设备 6年 10年 

运输设备 3年 5年 

电子设备及其他 3年 5年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于2018年7月1日开始执行，影响本期净利润增加25,298,166.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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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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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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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8年05月30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之间吸收合并的议案》，

由全资子公司德州东鸿制膜科技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公司全资子公司德州东鸿薄膜科技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完成后，德州东鸿

制膜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吸收合并方存续经营，德州东鸿薄膜科技有限公司作为被吸收合并方注销独立法人资格。（《沧州明

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之间吸收合并的公告》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告2018-032号）。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9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下降 50%以上 

净利润为正，同比下降 50%以上 

2019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65.00% 至 -45.00% 

2019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万元） 1,942.05 至 3,051.80 

2018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5,548.7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BOPA 薄膜产品由于市场竞争和原材料价格波动原因，产品销售价格同比下降。 

2、锂离子电池隔膜产品由于市场竞争激烈原因，导致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下降，以及产能未充分

释放，盈利能力下降。 

3、银行借款总额增加，导致财务费用增加。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宏伟 

 

2019 年 03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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