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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同大海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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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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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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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888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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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大股份 股票代码 30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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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洪亮 魏增宝 

办公地址 昌邑市同大街 522 号 昌邑市同大街 522 号 

传真 0536-7191956 0536-7191956 

电话 0536-7191939 0536-7199701 

电子信箱 cy-yhl@163.com sdwei001@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生产销售：超纤基布、超纤光面革、超纤绒面革、服装面料及辅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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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棉纺）等。产品主要用于鞋类（运动休闲、时装、正装等）、家具饰品、体育用品及汽车

内饰等领域。同时公司还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

原辅材料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以上范围不

含国家法律法规禁止或限制性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未发生变化。 

（二）经营模式 

公司采取以销定产的经营模式。 

（三）公司所处行业发展情况  

1、行业概况 

公司主营产品为生态超纤高仿真合成革，这一新兴的材料门类在我国划归塑料制品行业

的子行业人造革合成革行业。作为天然皮革和早期第一代PVC革、第二代普通PU人工革的升

级换代产品，其诞生于上世纪的美国，经过以公司为代表的超纤人几十年努力本世纪初国内

从无到有今天已被广泛应用于服装、服饰、家居、汽车内饰、运动、劳保等国民经济各个领

域。 

短期看，人工革行业在行业规模、技术水平、资源配置等方面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其发

展速度受国内经济导向、下游消费需求的影响较大。近年我国出于对国家发展战略规划的考

量在环保要求禾资源利用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使超纤行业在原材料、能源等方面受到愈加

严格的限定，行业面临更为科学的调整，进而通过转型升级，使资源进一步向优质企业集聚，

从而获得更好的发展环境，以利于建成代表全球先进水平的超级实体。长期看，超细纤维人

工革肩负人工革升级换代的历史使命，必将在革类面料发展过程中成为引领者，人工革自我

更新空间和外部拓展潜力巨大。 

当前，国内具备从事超细纤维人造革生产能力的上市公司除公司同大股份（股票代码：

300321）外，还有华峰超纤（股票代码：300180）、双象股份（股票代码：002395），这些

公司在规模、技术实力方面存在各自优势，具有一定竟争力，是国内超纤合成革行业龙头企

业的代表。 

2、行业发展趋势 

生态超纤高仿真合成革是天然皮革和早期人工革的替代产品，具有广泛发展空间。由于

国家资源导向和环境保护的考量低档人造革的生产日益受限，同时欧盟、日本等国家的绿色

壁垒也较大程度地限制了普通人造革的消费，普通人造革及其制成品的发展空间趋紧。天然

皮革由于本身资源的有限性及动物保护理念的加强，市场占有份额逐渐减少，而生态超纤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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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合成革因其特有的高仿真性能受到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和支持，形成对天然皮革和PVC人

造革的良好替代。随着生态超纤高仿真合成革工艺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成熟，人们消费理念的

转变，其下游应用领域也在不断拓展，已经逐步扩大到汽车内饰、酒店和室内装饰等新领域，

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未来，具有环保和高仿真性能的超纤革将以超越人造革合成革行业

平均速度发展。伴随国家及地方政府对环保要求和监管力度日益严格，国内第一代、第二代

合成革行业落后产能将会进一步加速淘汰，行业资源逐步向第三代生态高仿真面料生产企业

转移，拥有技术和市场优势的龙头企业将会在竞争中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 

3、行业的周期性和季节性特征 

行业的季节性和周期性受下游消费能力、应用广度、消费理念等方面影响。例如时装、

饰品等时尚性强换代周期较短用量也受到季节性差异的影响。生产商一般会提前安排生产，

储备货物，所以季节交替前需求较为旺盛；而家居、劳保及体育用品等消费季节性不明显，

生产订单比较均匀。 

（四）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公司是国内最早从事生态型高仿真超细纤维人工革研发、生产的企业，拥有核心专利技术10

项，参与制订或主持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16项。是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理事会副理事

长单位，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产品在国内中高端市场占有一定份额，还

远销欧、美、东南亚各国，“同大”品牌在世界超纤革领域享有一定知名度。目前就产能、技

术创新能力来讲公司属于行业领军企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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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213,838.72 436,750,584.30 7.43% 432,414,286.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798,197.26 24,484,663.33 17.62% 33,140,398.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014,907.28 19,023,058.93 31.50% 30,411,098.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117,985.19 25,064,866.44 56.07% 82,222,896.1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43 0.2757 17.63% 0.37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43 0.2757 17.63% 0.37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6% 4.19% 0.57% 5.84%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734,621,342.67 721,589,835.65 1.81% 677,680,27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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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16,323,917.85 592,853,720.59 3.96% 577,249,05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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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484,601.69 129,484,425.53 110,915,161.81 129,329,649.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6,678.69 11,347,137.22 6,387,707.06 10,776,674.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57,694.07 11,032,369.85 5,705,201.68 8,735,029.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628,448.18 20,160,150.35 -917,650.60 33,503,93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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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25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6,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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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同大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2.86% 29,180,769  质押 26,200,000 

华盛百利投资

发展（北京）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95% 9,726,923    

范德强 境内自然人 5.20% 4,615,384    

于洪亮 境内自然人 5.20% 4,615,384 3,461,538   

王乐智 境内自然人 3.90% 3,461,584 2,596,153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83% 1,625,000    

#季国宝 境内自然人 1.05% 930,000    

王亭方 境内自然人 0.58% 518,800    

冯成 境内自然人 0.49% 431,700    

#孙启凯 境内自然人 0.48% 425,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山东同大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孙俊成为山东同大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

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王乐智、范德强、于洪亮为山东同大集团有限公司小股东及董事。

公司无法确定前十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公司仅能证明前十大股东中山东

同大集团有限公司、王乐智、范德强、于洪亮与其他各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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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公司积极调整战略布署，不断改进产品性能，加大市

场开拓力度，坚定以研发新品为引领，降低产品成本。从基础入手持续夯实和深化企业核心

竞争力，为公司持续稳定长期发展奠定基础。  

报告期，公司管理层围绕年初制定的工作计划，严格贯彻董事会的战略部署，积极开展

各项工作，全年累计实现营业收入46921.38万元，同比增长7.43%，公司营业总成本38156.03

万元，同比增长7.3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879.82万元，同比增长17.62%，整体

经营状况良好，业绩稳步提升。 

1、挖掘产能，优化工艺，降本增效成效显著  

报告期内，公司深入开展降本增效工作，提升生产线负荷率，进行工艺优化和设备升级，

大力推进自动化改造和新设备引进，通过全员参与共同努力，进一步确立公司的质量和成本

的领先优势。  

2、制定战略规划，夯实基础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各部门紧紧围绕产业愿景和产业使命，自我剖析、明确定位，编制了中

长期战略规划，指明了奋斗目标和发展方向。 

3、打造技术创新企业 

公司一直以来坚持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注重新技术的开发和研究，重视知识产权的申

请和保护，确保始终掌握前沿技术，增强自身核心竞争力。公司立足研发成就通过各机构申

报不同等级奖励，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积极申请政府资金扶持。完成4项专利申请。荣获省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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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进步三等奖、“纺织之光”三等奖，潍坊市重大创新奖等3项、国家协会奖2项，获得政府各

类扶持资金和奖励一百多万元。 

4、拓宽市场营销思路，创新渠道全面布局 

加速营销资源整合，持续推动渠道建设，在优化原有营销渠道基础上，努力拓展市场渠

道，在夯实重点市场的同时，加速渠道下沉，深化核心区域市场建设。 

5、狠抓综合管理，夯实企业发展根基 

公司以严谨的管理理念，构筑企业有序运营的坚实基础。通过进一步优化完善组织结构，

明确界定各部门分工和权限，理顺各部门的职责关系，合理配置调控部门职能，形成部门协

调配合机制，使各部门相互协调、相互合作，发挥合力，从而实现公司协调运转，提高公司

整体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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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纤基布 118,354,679.50 21,960,015.26 18.55% 14.91% 10.20% -0.79% 

超纤绒面革 149,682,351.84 30,465,236.04 20.35% 8.92% -0.81% -2.00% 

超纤光面革 159,769,084.36 27,555,484.98 17.25% -4.27% 5.05%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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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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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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山东同大海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孙俊成                   

 

2019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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