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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95                           证券简称：双象股份                           公告编号：2019-005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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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红兵 董事 出差在国外 刘连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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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80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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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象股份 股票代码 002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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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铭 金梅 

办公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鸿山街道后宅中路

188 号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鸿山街道后宅中路

188 号 

电话 0510-88587333 0510-88993888-8702 

电子信箱 sx@sxcxgf.com sx@sxcxgf.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人造革合成革、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树脂（PMMA）的制造和销售，其中聚甲基丙烯酸甲

酯树脂（PMMA）由全资子公司苏州双象光学材料有限公司生产。 

1、人造革合成革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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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一家同时拥有超细纤维超真皮革、PU合成革、PVC人造革生产能力的企业，可以为客户提供一

站式服务。其中超细纤维超真皮革技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公司生产的超细纤维超真皮革、PU合成革、PVC人造革用于汽车内饰、家具、箱包、球类、鞋材、鞋

里、手套、运动器材、服装和腰带等各个领域。 

2、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树脂（PMMA）业务 

全资子公司苏州双象光学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的光学级PMMA主要用于替代进口广泛应用于LCD/LED

液晶显示器导光板、LED照明器材、汽车灯和仪表盘、光导纤维、光学透镜、太阳能光伏电池、CD、VCD、

光盘生产用高纯度光盘级PMMA、建材以及军工、医疗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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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5,654,118.89 1,273,442,515.71 9.60% 1,056,050,755.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239,223.03 13,089,533.89 69.90% 35,550,907.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024,079.45 5,569,632.84 223.61% 37,414,435.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7,346,299.43 26,266,744.93 422.89% 121,381,929.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44 0.0732 69.95% 0.19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44 0.0732 69.95% 0.19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0% 1.39% 0.91% 4.31%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1,302,879,606.87 1,293,420,814.41 0.73% 1,249,272,194.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57,840,735.67 835,601,512.64 2.66% 836,816,45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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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451,444.45 379,290,587.19 314,685,027.35 416,227,059.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50,242.00 12,213,835.95 2,229,410.33 5,545,734.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16,978.14 13,295,364.59 2,134,273.56 477,463.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327,406.00 44,172,128.39 38,638,698.74 83,862,87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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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8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11,149 报告期末表决权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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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总数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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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双象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4.73% 115,742,190 0 质押 52,000,000 

章志坚 境内自然人 3.87% 6,919,047 0   

廖丹 境内自然人 1.32% 2,352,700 0   

芮一云 境内自然人 1.28% 2,281,927 0   

倪海春 境内自然人 1.09% 1,950,024 0   

上海晋拓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4% 1,136,600 0   

吴凯 境内自然人 0.53% 954,100 0   

储熙凤 境内自然人 0.35% 632,000 0   

徐文君 境内自然人 0.29% 525,900 0   

王志勇 境内自然人 0.28% 500,24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公司控股股东江苏双象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人情况，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股东章志坚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5,537,568.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10%；股东芮一云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281,927.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28%；股东倪海春通过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600,024.00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0.89%；股东吴凯通过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股份 954,1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53%；股东储熙凤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632,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35%；股东王志

勇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500,243.0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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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在公司董事会、管理层的领导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公司战胜了市场形势的严峻挑战，

克服了外部环境带来的种种困难，取得了公司运行稳定良好，产销、利润指标稳步增长的良好发展局面。 

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2018年度（元） 2017年度（元） 同比增减 

主营业务收入 1,285,041,268.76 1,073,541,433.99 19.70% 

主营业务成本 1,149,085,382.50 967,013,093.25 18.83% 

销售费用 15,257,760.66 14,295,140.78 6.73% 

管理费用 37,285,614.68 28,893,146.70 29.05% 

财务费用 -5,415,605.96 6,878,857.15 -178.73% 

研发费用 48,291,944.23 39,855,814.43 21.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7,346,299.43 26,266,744.93 422.89% 

      主要变动情况说明： 

财务费用本期发生额较上期减少12,294,463.11元，下降178.73%，主要原因系母公司持有外币受汇率

变动产生汇兑收入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期增加111,079,554.50元，增长422.89%，主要原因系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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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全资子公司苏州双象光学材料有限公司销售增长收现增加，以及部分应收票据到期托收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全面落实股东大会决议，认真履行各项职责，积极发

挥董事会的作用，促进公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的有序开展。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合并资产总额130,287.9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0.73%，实现营业总收入

139,565.4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23.9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69.90%；同时，归属于上市公司每股净资产为4.7976元，基本每股收益为0.124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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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纤 444,637,395.01 40,355,399.51 9.08% 17.42% 33.54% 1.10% 

PMMA 677,262,472.40 98,828,925.09 14.59% 26.31% 34.34% 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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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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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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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唐炳泉 

                                                          

                                                  二○一九年四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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