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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01                           证券简称：九鼎新材                           公告编号：2016-35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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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55,744,208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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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九鼎新材 股票代码 00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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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正勇 李婵婵 

办公地址 江苏省如皋市中山东路 1 号 江苏省如皋市中山东路 1 号 

传真 0513-80695809 0513-80695809 

电话 0513-87530125 0513-87530125 

电子信箱 zyren@jiudinggroup.com licc@jiudinggroup.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玻璃纤维深加工制品、玻璃纤维复合材料以及高性能玻璃纤维、高性能玻璃纤维增强基材的制造和销售。 

    1、伴随着公司年产2万吨高性能玻纤池窑生产线实现达产稳定运行，公司以增强砂轮用玻纤网片为主导产品的玻璃纤维

深加工制品的性能、质量进一步提升，成本进一步降低，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2、伴随着我国新能源、环保等新兴战略产业的深化发展，公司风力发电、化工防腐、环保工程用玻纤复合材料制品稳

定发展，在公司产品结构中的比重逐步加大。 

    3、报告期内，公司高性能玻璃纤维及高性能玻纤增强基材按计划稳步推进： 

    （1）公司第一条连续毡生产线全面投产运行，截止目前，生产线工艺稳定，产品质量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产品已获

得客户的认可，国内外市场销售正全面展开。 

    （2）山东九鼎年产5万吨高性能玻璃纤维池窑生产线已成功点火进入试运行阶段，截止目前，生产线运行状态良好，产

品质量经测试达到设计指标，目前产品国际认证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市场开拓工作也正在有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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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公司年产1000吨二元组分高硅氧玻纤制品一步法生产线已成功点火进入试运行阶段。  

公司高性能玻璃纤维及高性能玻纤增强基材的顺利发展将为公司迅速做强做大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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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 年 

营业收入 687,965,225.38 743,815,985.34 -7.51% 626,390,429.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019,633.17 10,554,821.22 51.78% 1,756,901.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387,661.20 4,853,242.39 31.62% -6,544,462.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3,100,937.11 19,265,291.18 279.44% 111,512,601.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5 40.00% 0.0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5 40.00% 0.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9% 2.48% 0.11% 0.42%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2,137,561,682.61 1,644,732,406.24 29.96% 1,259,443,373.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80,488,832.03 428,080,698.83 105.68% 420,162,27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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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113,958.45 186,112,599.19 169,623,390.23 167,115,277.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50,074.33 8,089,305.66 3,800,613.54 2,379,639.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18,827.64 5,942,899.30 1,008,953.81 -1,083,019.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289,514.05 -11,517,437.44 -4,882,722.16 52,211,58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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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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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0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7,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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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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九鼎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6.85% 119,811,070 5,451,241 质押 50,000,000 

顾清波 境内自然人 3.98% 10,173,772 7,630,328   

于福收 境内自然人 2.37% 6,056,935 6,056,935   

苏州夏启安丰

九鼎创业投资

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6% 4,239,854 4,239,854   

上银瑞金资产-

上海银行-慧富

8号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1.21% 3,089,037 3,089,037   

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约定

购回专用账户 

其他 0.64% 1,644,000 0   

孙凤娟 境内自然人 0.58% 1,471,000 0   

鹏华资产-招商

银行-开源证券

定增 1 号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47% 1,205,330 1,205,330   

赵吉庆 境内自然人 0.46% 1,180,000 0   

鹏华资产-招商

银行-开源证券

定增 2 号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46% 1,172,017 1,172,01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江苏九鼎集团有限公司、顾清波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一致行动，未知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控股股东江苏九鼎集团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83,736,070 股外，还通过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6,075,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19,811,070

股； 

公司股东孙凤娟通过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471,000 股； 

公司股东赵吉庆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18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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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一、2015年公司概况 

    2015年是“十二五”收官之年，面对国内外复杂的经济形势，公司紧紧围绕确定的战略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落实各项措

施：全力推进5万吨高性能玻璃纤维池窑生产线、连续毡、二元高硅氧等项目，报告期内新建项目实现全面投产；坚持深入

开展卓越绩效管理模式，全面推行小型经营体运行机制，报告期内组织运行效能得到有效提升；不断探索和实践资本运作促

发展模式，报告期内完成非公开发行工作，募集资金总额449,999,994.08元，根据有关规定扣除相关发行费用12,240,566.05

元，实际募集资金437,759,428.03元，目前公司股票处于停牌期，正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报告期内通过各项措施的有效

实施，公司效益指标保持了持续增长的良好势头。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8,796.52万元，较上年下降7.51%，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分别为811.99万元、1,848.58万元、1,601.96万元 ，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67.37%、63.43%、51.78%。 

    二、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一）行业发展趋势 

    玻璃纤维是一种优良的功能材料和结构材料，具有质量轻、强度高、耐高低温、耐腐蚀、隔热、阻燃、吸音、电绝缘等

优异性能以及一定程度的功能可设计性，是传统材料的理想替代材料，已在建筑建材、基础设施、交通运输、电子电器、石

油化工、航空航天、国防军工、体育器材以及耐用消费品等国民经济各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成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不可或

缺的基础材料。 

    我国玻纤行业发展迅猛，目前我国玻纤及其制品生产、出口规模均已占据世界第一，但行业上下游割裂比较明显。上游

玻纤领域，中国玻纤、重庆国际和中材科技国内市场占比达到70%以上，但玻纤产业技术仍然落后国外，产品普遍低质廉价，

高性能玻璃纤维远远落后于国外发展水平，高端产品缺乏竞争力；下游玻纤制品和玻纤复合材料领域，厂商众多，下游应用

市场分散，集中度较低，玻纤深加工产品的数量只有全球的37%，在制品深加工部分高端应用领域，仍依赖于国外进口。我

国玻纤产业产品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已经成为全行业发展共识。 

    在《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以及《新材料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中，玻璃纤维尤其是高

性能玻璃纤维及其制品作为国家新材料产业的重点发展产品，预计汽车、能源、电力、铁路、建筑、桥梁、电子、电器等领

域的发展对高模高强、低介电、高硅氧、高耐腐等高性能玻璃纤维及制品有着巨大的需求。 

    （二）未来发展战略 

    以“四个全面”和“中国制造2025”为指导，抓住“一带一路”发展机遇，充分发挥品牌和技术优势，积极应对西方再工业化

和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双重挤压，坚持顾客导向，做顾客首选的高性能产品供应商和卓越企业公民，坚持创新驱动，推动企业

产品创新和制造转型，坚持卓越模式，促进企业持续发展和长期成功，坚持以人为本，激发员工内在动力和创造能力。 

    战略目标：打造高性能玻璃纤维、玻纤制品和玻纤复合材料领域的领军企业。公司努力做到：产品性能和质量比同行和

竞争对手更好；获取同样的产品性能和质量所采用的技术比同行和竞争对手更先进，所消耗的资源比同行和竞争对手更少；

满足顾客需求的能力和水平比同行和竞争对手更高；坚持合作共赢，履行社会责任比同行和竞争对手获得更好的口碑。 

    （三）2016年的经营计划和主要目标 

    2016年，公司将进入战略项目集中达产达效期，结合现有产品的持续发展，经营目标：预计实现销售收入8 亿元，较2015

年度 增长16%。该经营目标能否实现取决于市场状况变化等多种因素，存在不确定性。 

    为保证2016年实现经营目标，公司将采取的主要举措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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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继续巩固和加强砂轮网片产品在性能、质量、成本等方面全球领先优势，进一步提高中高端市场占有率，同时做

强做大耐碱网布、玻纤壁布等纺织型玻纤深加工制品； 

    （2）努力实现5万吨高性能玻璃纤维池窑生产线、连续毡、二元高硅氧等项目达产达效，建立和巩固公司在高性能玻纤

及高端复合材料基材领域的领先优势； 

    （3）以高性能玻纤、高端复合材料基材产业化为基础，加快提升玻璃钢机械化生产工艺，做强做大高耐腐、耐高温、

耐高压、大型玻璃钢构件风力发电用玻纤复合材料制品等玻璃钢产品； 

    （4）深化卓越绩效管理，全面推行小型经营体运行机制，完善高管考核机制，努力打造充满激情的员工团队； 

    （5）全面展开资本运作工作，满足公司发展需求。 

    （四）资金需求及使用计划 

    为实现公司的经营目标，公司将加强与各金融机构的沟通，筹措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公司将本着审慎的原则，结合自

身财务状况，合理利用各种融资方式解决资金需求，保证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五）经营中的主要风险因素及公司应对策略 

    1、宏观经济风险  

    报告期内，玻纤行业受整体经济回暖的带动，正在逐步复苏并稳定发展，2016年，国内外经济环境仍复杂多变，不排除

受外围经济形势或其他突发事件的影响使宏观经济环境或行业整体状况遭受冲击，导致行业经营环境变差。 

    对策和措施：加快新技术新产品实施进度，及时调整销售策略，开拓新的市场渠道；深化应用卓越绩效管理模式，创新

运行机制，提升组织快速反应能力。 

    2、原材料价格上涨风险 

    未来原材料价格波动，将对公司成本、利润产生一定的影响。 

    对策和措施：公司将密切关注原料价格变化趋势，通过与供应商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消化原料价格的上涨因素；通

过技术改进和提升，降低原材料的耗用；适时增减原料库存，降低价格波动对公司经营业绩带来的影响。 

    3、管理风险 

    随着公司资产规模的扩大，控股子公司、参股子公司的增加，对公司的运营模式、流程优化、人力资源管理及管理者素

养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策和措施：公司将加强人员的选拔和培养，通过管理信息化、制度规范化和流程优化等方式，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管理

水平。 

    4、汇率风险： 

    未来人民币汇率变化将影响公司产品的销售价格，从而影响公司的利润，加大公司的经营风险。 

    对策和措施：通过坚持产品高端化战略，提高产品附加值；适时采用远期结售汇，对冲和锁定汇兑风险。 

    5、投资项目风险 

    2016年，公司投资项目将集中达产达效，期间若产品市场变化，将会对项目产品市场开拓产生影响，加大公司的经营风

险。 

    对策和措施：加强产品市场跟踪与研究，加快各项战略项目产品对市场的反应速度，及时论证并视需要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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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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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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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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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5、对 2016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顾清波 

2016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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