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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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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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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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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6年合并报表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为 225,774,569.68 元；现拟以 2016 年度末总股本 934,916,06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股派现金红利 0.73元（含税），合计分配 68,248,873.04 元。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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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耀皮玻璃 600819   --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耀皮B股 900918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金闽丽 黄冰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东路1388号4-5幢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东路1388号4-5幢 

电话 021-61633599 021-61633522 

电子信箱 stock@sypglass.com stock@sypglass.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业务为生产和销售浮法玻璃、建筑加工玻璃、汽车加工玻璃。 

浮法玻璃业务：集团拥有天津、常熟两个生产基地，主要产品包括高端汽车玻璃原片、EA在线硬

镀膜低辐射玻璃、超白玻璃、太阳能电池面板玻璃和特种节能玻璃等系列。 



建筑加工玻璃业务：集团拥有上海、天津、江门和重庆四个生产基地，主要产品包括离线Low-E

镀膜、节能中空、安全夹层、彩釉等各种高性能、节能环保建筑加工玻璃。产品质量和服务得到

了客户的高度认可，被广泛应用于上海世博中心、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上海中心大厦、香港环球

贸易广场、日本东京天空树、德国法兰克福航铁中心、科威特哈马拉大厦等全球地标性节能环保

建筑。 

汽车加工玻璃业务：集团拥有上海、仪征、武汉三个生产基地，主要从事OEM汽车玻璃及玻

璃总成研发、制造与销售，主要产品包括各类汽车前挡、后挡、车门、侧窗玻璃，已成为上海通

用、上海大众、美国福特等国内、国际知名汽车厂家的优秀供应商。 

2、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坚持“上下游一体化”产业发展战略和“差异化”产品竞争战略，构建统一管理信息平

台，实施经营业务集中管理。致力于产业价值链建设，为客户创造价值。 

3、行业情况 

2016年，在房地产行业一路走强的带动下，玻璃市场的供需矛盾有所缓和。浮法玻璃生产企

业经济效益增加，而作为下游的建筑玻璃加工企业却因为原片玻璃的价格上涨过快，普遍出现了

效益下降的局面。在车辆购置税减半以及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的影响下，车市明显回暖，产销增

速双双超过10%，带动了汽车加工玻璃业务增长。 

在上述行业背景下，公司浮法玻璃质量稳定，成品率高，产品结构更为优化，经营业绩大幅

提升；建筑加工玻璃销售平稳增长，但由于原片玻璃上涨等影响而出现亏损；汽车加工玻璃收入、

利润继续保持稳定增长。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年 

总资产 7,463,397,272.45 8,202,652,242.14 -9.01 7,959,314,888.66 

营业收入 2,943,011,023.88 2,747,743,271.77 7.11 2,864,912,952.3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225,774,569.68 -364,267,244.39 不适用 53,354,016.9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39,260,365.78 -492,840,610.29 不适用 -31,756,298.9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3,021,324,151.59 2,876,389,464.98 5.04 3,178,515,147.68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439,892,167.36 530,970,177.25 -17.15 228,414,832.31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4 -0.39 不适用 0.06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4 -0.39 不适用 0.06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7.55 -12.19 增加19.74个百

分点 

1.63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695,967,410.79 698,118,736.10 728,013,762.86 820,911,114.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483,509.01 5,228,973.19 32,058,747.83 184,003,339.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2,919,744.97 -24,648,713.63 -22,146,108.20 -249,545,798.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58,684,321.32 159,935,171.38 61,147,504.63 160,125,170.03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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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5,22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7,51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

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

份 

状

态 

数

量 

上海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0 258,861,720 27.69 74,943,438 无   国有法人 

皮尔金顿国际控股公司 BV 0 141,958,984 15.18   无   境外法人 

中国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0 119,090,496 12.74   无   国有法人 

李丽蓁 1,059,253 4,063,090 0.43   未

知 

  境外自然

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上海国企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2,614,430 2,614,430 0.28   未

知 

  未知 

TOYOSECURITIESASIALTD.A/C 

CLIENT 

-108,875 2,603,312 0.28   未

知 

  境外法人 

香港海建实业有限公司 

 

66,300 2,575,681 0.27   无   境外法人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

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证券账户 

 

-709,100 2,411,000 0.26   未

知 

  未知 

WANGSHANGKEE&/ORCHINWANLAN 

 

0 2,171,320 0.23   未

知 

  未知 

陈峰 

 

-350,000 2,140,000 0.23   未

知 

  境内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上海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与香港海建实业

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中国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司、皮尔金顿国际控股公司 BV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

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此外，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是

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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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在房地产行业一路走强的带动下，玻璃市场的供需矛盾有所缓和。公司分析市场

环境，按照产业上下游一体化和产品差异化的发展战略，推进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开发差异化

产品、加强内部管理，三大业务板块实现增长。 

浮法玻璃业务积极调整产品结构，稳定生产，增加高附加值产品销量，经营业绩大幅提升；

建筑加工玻璃业务发挥差异化产品优势，承接了一系列地标性工程项目，为未来业务增长奠定重

要基础；汽车加工玻璃业务从原来单一的汽车玻璃拓展至天窗业务总成、机车玻璃、特种车辆玻

璃等功能化产品，收入、利润继续保持良好增长。 

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人民币 74.63亿元，比年初减少 9.01%，总负债人民币

38.61 亿元，比年初减少 18.37%，资产负债率 51.73%，较年初下降 5.93 个百分点，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权益 30.21亿元，比年初增长 5.04%。 

本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294,301.10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7.11%；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人民币 22,577.46万元，实现基本每股收益 0.24元，较去年扭亏为盈。 

2016年公司主要经营管理工作如下： 

(1)坚持高端市场定位，调整产品结构和推动产业升级 

公司聚焦产业发展，推进技术升级和产品结构优化。常熟 CS3 浮法生产线的升级改造项目顺

利投产，增强了公司汽车玻璃原片持续稳定供货能力，促进了产业上下游一体化发展。汽车天窗

总成项目建设完成、货运机车前风挡玻璃及侧窗总成项目投产，以及常熟车门及边窗项目的建设

启动，提升了汽车加工玻璃的市场竞争力。重庆基地高性能低辐射镀膜中空玻璃新线的顺利投产，

实现了建筑加工玻璃业务的全国覆盖，促进了公司产品结构升级，提升了建筑加工玻璃市场的影

响力。 

(2)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大力推进高附加值产品开发 

高技术、高品质、高附加值产品生产与销售一直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公司继续大力推进高

附加值产品的研发。浮法玻璃业务优化产品结构，稳定生产，增加高附加值产品销量，经营业绩

大幅提升；建筑加工玻璃业务发挥差异化产品优势，推出了中透光、中低反射的三银 Low-E 镀膜

玻璃新产品，增强了建筑加工玻璃产品市场的竞争能力，承接了北京“中国尊”、上海国际金融



中心、英国毕斯普办公楼等系列地标性工程项目，为未来业务的增长奠定了重要基础；汽车加工

玻璃业务开发高品质、技术领先的前风档产品，获得了上汽通用等客户高端前档玻璃订单，并从

原来单一的汽车玻璃拓展至天窗业务总成、机车玻璃、特种车辆玻璃等功能化产品，收入、利润

继续保持良好增长。 

(3)有效控制成本费用，提升主营业务盈利水平 

为了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原材料上涨压力，公司实施精细化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积极

开展降本增效工作。通过实施企业瘦身计划、合理安排工序产量、提高设备保养质量、比质比价

采购、加强费用刚性管控等降本举措，公司产品综合毛利率比上年提高了三个百分点，期间费用

也得到有效控制，进而改善了公司主业盈利状况。 

(4)加强投融资管理，实现较高的投资收益 

公司以提高资金效益为目标，继续拓展融资渠道，优化融资模式，成功发行了人民币 9 亿元

超短期融资券，归还了上年度发行的短融借款，降低了融资成本。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基础上，利

用闲散资金开展理财投资，实现了较高的理财收益。同时盘活存量资产，转让上海耀孚 100%股权，

实现了资产转让收益。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赵健 

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7 年 3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