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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25                               证券简称：德威新材                        公告编号：2017-020 

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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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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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未发生变化，仍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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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017,072,38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

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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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威新材 股票代码 30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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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红梅 陆玲 

办公地址 江苏省太仓市沙溪镇沙南东路 99 号 江苏省太仓市沙溪镇沙南东路 99 号 

传真 051253222355 051253222355 

电话 051253229379 051253229354 

电子信箱 dongmi@chinadewei.com dongmi@chinadewei.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线缆用高分子材料又称线缆材料，是指在电线电缆中应用的，起绝缘、屏蔽、保护作用的高分子材料。上市以来公司坚

持主业为核心发展，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依然是线缆用高分子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涵盖绝缘材料、

屏蔽材料及护套材料，主要包括XLPE绝缘材料、内外屏蔽材料、汽车线束绝缘材料、弹性体材料、UL系列材料及通用PVC材

料共六大类、数百个品种，广泛运用于电力（风力、火力、核电）、汽车、船舶、铁路、家电、通信、建筑等各领域。公司

是国内电缆行业少数通过美国UL检验机构产品安全认证的企业之一，同时也是一家集美标、德标和日标于一体的汽车电线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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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料合格供应商。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公司主营业务属于“C29橡胶和塑料制品业”。根

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代码表》（GB/T4754-2011），公司主营业务属于“C29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大类下的“C291橡胶制

品业”和“C292塑料制品业”。 

 

主要产品及用途介绍： 

产品名称 主要用途 

XLPE绝缘材

料 

中、高压电力电缆化学交联

PE绝缘料 

主要用于中压（10kv 和 35kv）、高压（110kv 以上）的电

力电缆绝缘层 

硅烷交联和硅烷自交联 PE

绝缘材料 

主要用于 10kv 以下的电力电缆绝缘层，属于中低压绝缘

料，还用于控制电缆、计算机电缆和船用电缆的绝缘层 

低烟无卤 XLPE 绝缘材料 

主要用于有无卤阻燃要求的电缆绝缘和护套，比如，核电

站电缆、船用电缆、轨道交通电缆、通信电缆和信号电缆

等对安全要求高的环境和领域 

内外屏蔽料 主要用于生产配合中高压及超高压电力电缆的屏蔽层 

汽车线束绝缘材料 

主要用于生产轿车里面的电线的绝缘材料；汽车线束料权

威的标准为德系标准、美系标准、日系标准和法系标准，

德国车一般参照德系标准和 ISO 标准；而美国车参照美系

标准；日系车参照日系标准；法系车参照法系标准 

弹性体材料 

主要由聚氯乙烯（PVC）树脂等复合而成，因为产品的柔韧

性、回弹性、耐低温性和耐油性比较好，而被称为弹性体，

主要用于生产电梯电缆护套料、轨道交通电缆、航空导电

电缆、风电电缆和矿井电缆等 

UL系列料 
主要用于生产满足美国 UL标准的材料，大部分进入美国市

场的电线、电缆产品所使用的原材料须通过 UL认证 

通用 PVC材料 
主要用于生产国内民用低压电线和低压电缆，也有部分用

于控制电缆中的低压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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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1,580,730,262.42 1,568,032,672.60 0.81% 1,378,511,138.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7,439,213.06 63,235,746.31 22.46% 58,778,932.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8,609,293.28 61,064,930.21 12.35% 57,577,870.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3,105,604.90 57,403,914.76 -715.12% 74,770,249.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7 14.29% 0.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7 14.29% 0.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93% 7.94% -2.01% 7.89%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3,258,190,907.56 2,147,738,463.13 51.70% 1,809,104,742.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87,085,864.04 821,649,056.33 80.99% 770,716,97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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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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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593,927.93 463,846,380.28 493,338,066.12 189,951,888.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374,419.57 17,454,202.67 23,896,893.57 23,713,697.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140,176.83 17,959,580.50 23,531,589.63 14,977,946.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922,097.89 -128,355,341.73 -12,311,482.19 -10,516,68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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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8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9,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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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威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8.23% 388,859,990 125,670,240 质押 368,000,000 

苏州香塘创业

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41% 55,000,000 0 质押 55,000,000 

李日松 境内自然人 4.94% 50,268,098 50,268,098 质押 50,268,098 

苏州蓝壹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22% 32,755,639 0  0 

拉萨经济技术

开发区香塘投

资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47% 25,134,047 25,134,047 质押 22,500,000 

苏州信托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66% 16,840,000 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

方产业活力股

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6% 15,874,649 0   

国信证券－兴

业银行－国信

德威增持 2 号

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7% 14,913,880 0   

金燕 境内自然人 0.97% 9,897,52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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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

－南方盛元红

利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6% 8,778,02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香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苏州香塘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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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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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始终坚定贯彻落实“单一主业下的多领域发展”的整体战略，一方面专注于线缆用高分子材料的研发、生产、

销售，另一方面继续推进军工新能源、供应链金融领域的布局。 

主业保持快速增长，保理增强盈利能力。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80,730,262.42元，同比增长0.81%；营业利润

92,733,591元，同比增长21.7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7,439,213.06元，同比增长22.46% 。在经济增速放缓，市场

环境不良的情况下，公司积极开拓市场，提高公司产品市场占有率，使线缆用高分子材料主业收入获得快速增长。同时，全

资子公司苏州德威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自2016年上半年开展业务以来发展良好，增强了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军工新能源战略不断推进，投资合作步步为营。报告期内，公司与美国混合动力有限公司签订《关于氢能源和燃料电

池技术合作备忘协议》，全资子公司上海德威明兴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新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氢燃料电池技术及产

业发展战略合作协议》。报告期内，公司投资贵州航天特种车有限责任公司并获得其30%股权，通过对国内外领先的整车企

业、氢产业及燃料电池企业的参股、控制，公司整合优质研发、生产资源，对自有的新能源材料生产以及新能源合作布局形

成互补和助力，共同开拓国内体量庞大的新能源以及氢产业市场，为上市公司创造产业优势。 

    产品研发硕果累累，核心技术不断加强。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产品技术研发投入，实现了可喜的成果。报告期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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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获得授权发明专利2项及申请发明专利7项。耐撕防开裂无卤环保耐高温新能源充电桩复合弹性料获得江苏省科学技术厅高

新技术产品认定。“125℃充电桩电缆用辐照低烟无卤阻燃护套料”产品及“90℃热塑性高阻燃低烟无卤电缆料”产品通过江苏

省新产品新技术鉴定，产品综合水平达到国内先进。“110kV电缆用超光滑半导电屏蔽料”产品通过国家级新产品鉴定，综合

技术水平达到国内领先。新产品及新技术的推陈出新，使公司始终在行业中保持较强的竞争力。 

    完成定向增发，增强资本实力。报告期内，公司顺利完成非公开发行，募资净额5.94亿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及投

资建设高压电缆绝缘料等新材料项目。在新材料项目中，110kV高压电缆绝缘料项目将改变我国电缆料低端低利产品过剩，

中高级产品缺乏的现状，完成公司电缆料产品的升级换代和产品结构调整，大大提升公司技术和产品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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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LPE 料 918,950,462.58 793,970,435.21 13.60% 28.63% 29.25% -2.94% 

通用 PVC 料 184,007,138.28 165,852,798.10 9.87% 30.17% 28.41% 14.34% 

内外屏蔽料 251,237,712.91 207,022,202.01 17.60% -14.47% -15.43% 5.58% 

汽车线束料 88,799,303.36 61,451,405.54 30.80% -14.38% -17.00% 7.63% 

合计 1,442,994,617.13 1,228,296,840.86 14.88% 15.14% 15.63%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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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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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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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6月27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在上海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2016年7月22日上海德威明兴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取得了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完成了工商登记手续。 

、公司于2016年10月12日设立重庆德威新材料有限公司。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2,000万元，占注册资本比例为100%，截止

2016年12月31日，公司并未实际缴纳出资额。该公司目前未运营。 

、苏州工讯科技有限公司与苏州迪森生物能源有限公司于2016年05月23日共同设立苏州工讯售电有限公司。苏州工讯认缴

出资人民币1,400万元，占注册资本比例为70%，苏州迪森生物能源有限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600万元，占注册资本比例为30%，

截止2016年12月31日，公司并未实际缴纳出资额。该公司目前未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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