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3110                                公司简称：东方材料 

 

 

 

 

 

 

 

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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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次不进行利润分配以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东方材料 603110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其华 曾广锋 

电话 0576-84275888 0576-84275888 

办公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劳动北路

118号8楼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劳动北路

118号8楼 

电子信箱 Zhouqihua22@163.com zengguangfeng@df603110.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735,197,241.25 736,960,758.58 -0.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606,405,620.17 633,529,424.26 -4.2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1-6月）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1,635,859.40 36,261,786.52 14.82 

营业收入 182,966,585.50 179,609,778.83 1.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4,315,469.71 17,119,182.56 42.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0,201,147.36 16,690,585.14 21.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82 2.73 增加1.0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7 0.12 41.6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7 0.12 41.66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3,42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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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樊家驹 境外自

然人 

43.29 62,224,429 62,224,429 无 0 

朱君斐 境内自

然人 

8.84 12,705,000 12,705,000 质押 3,530,000 

李汉忠 境内自

然人 

2.60 3,738,320 0 无 0 

陶松满 境内自

然人 

2.60 3,735,760 3,735,760 无 0 

北京建华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36 3,397,117 3,397,117 无 0 

徐芳琴 境内自

然人 

1.73 2,489,200 2,489,200 无 0 

单志强 境内自

然人 

1.56 2,240,000 2,240,000 质押 2,240,000 

樊家驯 境外自

然人 

1.43 2,058,000 2,058,000 质押 1,575,000 

樊家骅 境内自

然人 

1.26 1,813,000 1,813,000 无 0 



扬州嘉华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18 1,698,558 1,698,558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樊家驹、朱君斐系夫妻关系，樊家驹为

公司控股股东，樊家驹、朱君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樊家

驯系樊家驹之兄，樊家骅系樊家驹之弟。除上述关系外，

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其他股东

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亦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公司无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 年上半年，公司董事会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提升内控管理，降本增效。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83 亿元，同比增长 1.87%；营业成本同比下降 9.62%；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431.55 万元，同比增长 42.04%。 

二、实施股份回购，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股市行情走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的交易方式在二级市场实施了股

份回购，截至回购期届满，公司共计从二级市场回购股份 147004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2%，

使用自有资金约 1683 万元。 

三、实施员工持股计划，促进公司长远发展。 

2019 年 6 月 21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东方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等有关议案，拟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内的全部股份

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将公司利益和部分核心员工的利益进行了有效的绑定，有利于双方利益

的高度统一，提升员工的忠诚度，促进公司长远发展。 

四、推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 

报告期内，根据实际情况，继续推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新东方油

墨有限公司负责实施的年产 10000 吨无溶剂胶粘剂项目主体建筑已按设计标准完成建设。截至本



报告出具之日，该项目已完成竣工验收，目前尚在进行验收资料备案和项目投资复核。下一阶段

将开展设备的安装调试和试生产等相关工作。 

新东方新材料（滕州）有限公司的建设项目相关工作也在顺利开展当中，截至本报告出具之

日，公司已完成该项目土地的招拍挂。基于此，公司董事会已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部分调

整和变更并对外披露。 

上述信息，公司均已经对外披露了公告，请在巨潮资讯网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查阅相关公告。 

五、注重技术创新，重视市场和客户。 

2019 年 5 月份和 6 月份，由新东方油墨有限公司主办，宁波博尔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伊

士曼（中国）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合办的“2019软包装行业 VOCs 治理整体解决方案峰会”，分别在

浙江桐乡和山东济南两地召开技术创新交流会。两次峰会吸引软包装企业约 200 多家软包装企业

代表参会。东方油墨工程师介绍的“醇水油墨+喷淋+生物降解”环保达标，且投资少、运营成本

低，也没有将来要面对的碳排放问题（与 RTO等末端处理技术相比），特别适合中小企业用来解决

环保问题，受到行业关注。在桐乡新东方油墨有限公司，通过现场试车验证，与会者对处理系统

解决方案有了深入的了解，并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表示这套系统的推广，对于行业探索环保治

理，实现可持续性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通过一系列的讲解演示，新东方油墨向与会代表多维度展示了公司联合油墨原辅材料供应商、

环保设备供应商，通过四年的研发努力推出的醇水油墨+喷淋+生物降解系统解决方案，该方案可

有效应对现行环保法律法规，采用创新型 VOCs治理方法，打造行业绿色包装产业链，提升企业竞

争力。 

经过将近两年左右的紧密合作，全资子公司新东方油墨的光电材料事业部与多凌新材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的石墨烯导电油墨取得了阶段性进展，该项产品将进入量产阶段，合作双

方对该项产品的前景一致看好，双方在此基础上签订了《产品合作协议》，为下一阶段双方继续合

作拟定了框架。 

综上，公司上半年总体形势稳中向好。根据本行业的特点，预计下半年的销售量、营业收入、

净利润等主要经济指标要超过上半年，预计三季度和年度经营利润超过去年同期。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