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2652                               证券简称：扬子新材                        公告编号：2019-04-07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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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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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虑公司 2018 年度盈利状况及公司 2019 年度资金需求，拟不进

行 2018 年度利润分配，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和送红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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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子新材 股票代码 002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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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跃国 孙莹琦 

办公地址 苏州市相城区潘阳工业园春丰路 88 号 苏州市相城区潘阳工业园春丰路 88 号 

电话 0512-68327201 0512-68327201 

电子信箱 jyg@yzjnm.com sun_ying2@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国内较早进入有机涂层板行业的民营企业之一，主要从事有机涂层板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有机涂

层板系列产品。 

公司有机涂层板产品目前主要用于新型节能环保材料及家用电器的生产，产品的细分市场侧重于建筑、建筑装饰及家电

行业，涉及食品、化妆品、医药、医疗、IT、电子、光伏制造等具有高洁净或其他特殊功能要求的生产车间和设施的建设、

装饰以及家电外观部件的生产。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继续保持盈利。 

公司控股子公司苏州巴洛特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印花板及复合板相继在雄安新区市民服务中心项目、冬奥会冰球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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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科技创新港科创基地项目以及中国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2018年复合挂板项目得到成功应用。 

同时，为适应国内市场变化，拓展国际市场，公司优化资产配置，将基板生产线调整至俄罗斯控股子公司，进一步实现

国际和国内的统筹发展，促进公司未来的竞争力得到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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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0,464,708.89 2,609,151,369.61 5.03% 1,891,982,606.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604,398.42 85,300,706.19 -53.57% 81,274,866.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371,028.72 77,368,645.31 -56.87% 80,317,783.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7,782,916.57 116,169,279.28 113.29% 107,062,400.0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7 -52.94% 0.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7 -52.94% 0.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26% 11.82% -6.56% 12.72%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2,810,798,588.14 2,776,186,270.94 1.25% 2,305,365,442.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36,153,939.25 748,240,769.02 -1.62% 697,845,66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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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216,730.49 828,852,958.55 801,184,279.99 554,210,739.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054,058.89 16,015,137.44 11,950,151.59 -9,414,949.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976,061.94 15,992,685.81 11,973,074.76 -14,570,793.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9,662,486.91 -26,005,808.24 159,617,020.32 4,509,21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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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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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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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颐然养老

产业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00% 153,600,000 0 质押 153,600,000 

胡卫林 境内自然人 16.40% 83,960,320 62,970,240 质押 81,600,000 

泸溪勤硕来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50% 38,400,000 0 质押 38,399,999 

蔡旭艳 境内自然人 4.87% 24,960,000 0   

哈尔滨嘉悦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69% 24,000,000 0   

昆山市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89% 19,895,733 0   

杨成社 境内自然人 0.64% 3,280,000 0   

徐如媛 境内自然人 0.52% 2,680,046 0   

杨平 境内自然人 0.47% 2,414,800 0   

华宝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华

宝丰进”31号单

一资金信托 

其他 0.47% 2,382,76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主要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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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

的关键一年。2018年中国经济所面对的不确定性尤为突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形势抬头，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以及经济政

策的波动等给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实体经济面临困难增多，经济下行压力持续显现。 

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公司以功能性有机涂层板为基础，以进促稳，以稳应变。报告期内，公司把握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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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紧跟市场、抓住机遇，彰显新作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苏州巴洛特新材料有限公司产品继在雄安新区市民服务中心项目、

冬奥会冰球馆项目得到应用后，相继在西安交通大学科技创新港科创基地项目以及中国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2018年复合挂板

项目得到成功应用，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对公司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公司应时而动，统筹国内国

外市场，将现有生产线中的基板线出售给控股子公司俄罗斯联合新型材料有限公司，一方面彻底解决了俄罗斯联合新型材料

有限公司在进一步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的原料供应不足问题，保障其产能发挥和稳定发展；另一方面减少境内母公司经营负

担，从而提升公司与控股子公司整体的经营效益。 

同期，公司在大健康和老年养护领域积极探索。面对我国养老产业市场化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养老产业市场化运营尚

不成熟的大背景，公司正审慎、稳妥筹划开展大健康养老业务，切实保障投资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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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涂层钢板 1,546,315,189.57 238,169,902.67 15.40% 1.42% -29.89% -6.88% 

基板 1,002,645,178.66 82,243,969.84 8.20% 7.23% 3.62%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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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哲峰______________ 

 

2019-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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