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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80                           证券简称：中材科技                           公告编号：2019-051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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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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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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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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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材科技 股票代码 002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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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志斌 贺扬、曾灏锋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板井路 69 号商务中心写字
楼 12Fa 

北京市海淀区板井路 69号商务中心写字楼
12Fa 

电话 010-88437909 010-88437909 

电子信箱 sinoma@sinomatech.com sinoma@sinomatech.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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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062,516,928.31 4,745,891,786.04 27.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52,298,951.05 384,393,569.36 69.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13,513,767.07 354,401,704.97 7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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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18,800,259.44 361,462,873.51 15.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887 0.2978 30.5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887 0.2978 30.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95% 4.11% 1.8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5,519,441,789.53 24,042,399,797.79 6.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979,633,543.10 10,634,750,449.75 3.2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2,00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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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材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0.24% 1,010,874,604 0   

上海易创投资
中心（有限合

伙） 

其他 2.94% 49,289,351 0 冻结 23,852,400 

西藏宝瑞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72% 45,680,060 0 冻结 27,622,399 

平潭盈科汇通

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1.98% 33,234,916 0   

南京彤天科技

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87% 31,330,879 0 冻结 17,680,000 

深圳君盛蓝湾
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1.72% 28,923,450 0 冻结 2,733,694 

长江养老保险
－浦发银行－

中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其他 1.34% 22,425,506 0   

国信国投基金
管理（北京）有

限公司－北京
华宇瑞泰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1.25% 20,951,400 0   

中国国际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2% 18,715,315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华安核心优

选混合型证券

其他 1.08% 18,078,27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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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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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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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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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山玻璃纤维
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 2016 年公

司债券 

16 泰玻债 136377 2021 年 09 月 06 日 70,000 3.57% 

中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18

年可续期公司

债（第一期） 

18 中材 Y1 112668 2021 年 04 月 03 日 110,000 6.48%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50.56% 52.29% -1.73%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7.06 5.88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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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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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大幅增长，实现营业收入606,251.69万元，同比增长27.7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65,229.90万元，同比增长69.70%。 

（一）风电叶片 

报告期内，风电市场景气度回升，需求端支撑强劲，公司风电叶片产业积极推进产能及产品结构升级，前瞻性创新产品

引领行业技术进步及市场需求，产销量及盈利能力大幅提升，中材叶片销售风电叶片3,201MW，实现营业收入19.8亿元，净
利润1.8亿元。 

生产效率方面，主要型号产品均实现主成型24hrs占模周期，96hrs后处理达成率85%；新产品研发方面，开展了3款70m

级别叶片的设计开发，1款适用于6.45-8MW平台的80m级别海上叶片的设计开发，持续创新产品，提升市场竞争力；质量管

理方面，引入IATF16949汽车质量管理体系，结合世界先进的质量管理方法和工具，逐步打造具有公司特色的W-QMS质量

系统，在各工厂逐步完成实施，实现管理、工作、产品的标准化；国际化方面，扩大了与国际一流客户合作的深度广度，得

到国际一流客户的充分认可，承担其全球首发产品的试制开发和批量供应。 

（二）玻璃纤维 

报告期内，泰山玻纤在玻璃纤维行业整体景气度有所下降的情况下，持续优化产能及产品结构规模，降低生产成本，整

体经营情况维持平稳，销售玻璃纤维及制品41.9万吨，实现营业收入27.9亿元，净利润3.9亿元，各项指标维持上年同期水平。 

产品结构方面，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和新材料、新产品发展趋势积极主动调整产品结构，优先确保风电、毡布市场供货，
相关产品销量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新建产能方面，随着满莊新区基地的先进产能逐步投产，先进产能的占比进一步提升，

目前泰山玻纤的玻纤实际生产能力已超过90万吨/年；新产品开发及技术创新方面，HMG及S-1HM高模风电产品及织物产销

进一步扩大，特种热塑短切纤维（扁平、高模等）产销比例扩大，5G材料低介电短切纤维性能良好，销量增加。 

（三）锂电池隔膜 

报告期内，“2.4亿平米锂电池隔膜生产线项目”建成投产，生产线运行良好，产品良品率逐步提升。市场开发方面，实

现对主流电池企业的批量供货，同时积极开发国际客户，为其提供多规格的样品进行评测，并完成工厂初审，下半年有望实
现小批量销售；新建产能方面，公司投资15.5亿元启动二期项目，新建6条年产6,800万平米锂电池隔膜生产线（合计4.08亿

平米）项目，配套2亿平米涂覆隔膜；2019年8月，公司向湖南中锂增资9.97亿元取得其60%股权，截至目前，已完成工商变

更及资产交割，湖南中锂成为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本次收购将迅速、有效提升公司锂电池隔膜产业产能规模，提升市场地位，

加快实现公司产业战略目标，提供新的利润增长点。 

（四）气瓶 

公司气瓶产业主要围绕CNG、氢燃料气瓶、储运等方向发展。报告期内，各板块业务结构持续优化升级，盈利能力显

著提升，实现营业收入23,790.8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超过100%，实现净利润4,019.5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超过1,000%。
新产品板式拉伸260L碳纤维全缠气瓶，实现销售13,969只，为盈利能力提升起到了关键作用；氢燃料气瓶方面，率先研发完

成国内最大容积165L及320L燃料电池氢气瓶，并投入市场形成销量；开发取证燃料电池车用及无人机用35MPa氢气瓶23种

规格；启动投资氢气瓶生产线技改项目及站用储氢容器生产线项目；加入长三角（浙江）氢能产业技术联盟及中国氢能源及
燃料电池产业创新战略联盟。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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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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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