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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25                           证券简称：纳尔股份                           公告编号：2017-036 

上海纳尔数码喷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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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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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31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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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纳尔股份 股票代码 002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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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爱军 葛健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新场镇新瀚路 26 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新场镇新瀚路 26 号 

电话 021-31272888 021-31272888 

电子信箱 ir@nar.com.cn ir@nar.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数码喷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数码喷印材料是数码喷墨印刷中的承印材料，属于印刷及设备器材制

造业的细分子行业，也属于复合材料的细分行业。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数码喷印材料行业发展较早，市场发展较为成熟，行业集中程度较高。20世纪90年代以来，

出于成本等因素的考虑，欧美等发达国家厂商在其国内逐渐专注于研发、品牌、渠道等建设，而加强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组织

生产或在通过OEM/ODM 等方式从发展中国家厂商采购所需的产品。在产品结构和应用方面，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市

场中产品种类丰富，使用领域广泛，形成了贴合类、涂层类材料和背胶类材料共存、背胶类产品中压延级和铸造级共存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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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延级为主的市场结构，并逐步向满足客户多样性需求、更加环保且高附加值等中高端领域延伸。 

我国数码喷印材料行业起步较晚，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数码喷印材料市场基本由国外厂商垄断。随着国内上下游产业

链的日益完善等因素的发展，国际数码喷印材料产业逐步转移，20世纪末至今国内数码喷印材料开始步入快速发展期，市场

进入者迅速增多，中国已逐渐发展成为全球数码喷印材料的主要生产基地。国内厂商充分竞争，提高了市场化程度，不但打

破了国外厂商在国内产品垄断的格局，还积极开拓出口市场，并逐渐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了一定份额。近年来，国内部分企业

更加注重研发创新能力的提升，积极开发满足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和新技术，不断加强品牌的拓展力度，逐步从简单的生产加

工企业发展成为集研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数码喷印材料供应商，并在国内外市场中确立了一定的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占有

率。 

我国数码喷印材料行业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产品同质化程度较高，市场竞争充分，在耐候性、延展性等性能较强的高

端产品市场（如铸造级产品）以及能够实现对市场需求的及时响应或引领新的市场需求的、在产品应用内容上具有创新性产

品，具备相关研究开发和生产能力的国内企业较少甚至没有，市场竞争相对缓和。 

影响数码喷印材料行业发展的积极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1）数码喷印材料行业拥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随着数码喷印技术对传统印刷技术的逐步替代以及应用领域的不断拓展，数码喷印材料拥有巨大的市场发展空间。在国

际市场中，国内数码喷印材料厂商已经形成了相当的影响力，获得了可观的市场份额。同时，非洲和南美等地区数码喷印材

料市场增长迅速，为国内产品提供了重要的出口增长点。 

同时，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城市美化的加快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内户外广告以及装饰美

饰领域对数码喷印材料的需求将持续快速增长。数码喷印材料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等国内重大活动中的

广泛应用，使其广告宣传和装饰美饰作用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有效引导了国内市场需求，也将促进数码喷印材料潜在需求

的进一步释放。 

（2）数码喷印材料产业持续向中国转移 

欧美等发达国家厂商出于成本等压力，其国内转为关注研发、品牌、渠道等建设，逐步减少或停止国内生产环节的投入，

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组织生产或逐步加大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厂商采购的比例，为国内企业占领市场提供了有利条件，导致产

业的全球转移。 

全球数码喷印材料产能持续向中国转移，带动我国数码喷印材料行业企业快速发展。我国数码喷印材料产业配套齐全，特别

是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已形成了颇具规模、竞争充分的数码喷印材料上下游产业链，具有较强的制造成本优势和产业集群

效应。我国数码喷印材料在相同质量下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已逐渐发展成为全球数码喷印材料生产的主要基地之一。 

（3）国内厂商技术和品牌的积累和拓展 

在国际数码喷印材料产业转移的背景下，国内厂商在承接生产能力的同时，也面临着技术提升、工艺改进、品牌建设的

重大发展机遇。 

经过多年的行业快速发展，国内数码喷印材料厂商逐步重视技术创新、品牌建设，一是重视与国际厂商的合作以学习先

进的生产工艺、过程控制以及研发方向等，不断加大新产品和新技术的研发投入力度，部分生产工艺接近或达到世界领先水

平；二是积极扩大自有品牌在国内及国际市场的知名度，提高下游客户对自主品牌的认可，以期待巩固市场份额，提高利润

水平。 

数码喷印材料广泛应用于户外广告、装饰美饰等领域，其市场年度需求受国内外宏观经济以及商业活动、政治活动、文

体活动等活跃度变化的影响而表现出一定的周期性。 

公司产品主要包括车身贴、单透膜、涂层喷印材料和贴合喷印材料等承印材料，其中，车身贴、单透膜和涂层喷印材料

以自产为主，贴合喷印材料采用外购的模式。 

公司的销售方式，按照品牌划分，包括自主品牌和ODM（贴牌）；按照渠道划分，可以分为直销和经销。公司采用“以

销定产、适度库存”的模式进行生产安排。 

作为数码喷印材料，公司产品经喷绘后广泛应用于以下两大领域：一是户外广告领域，二是装饰美饰领域。其中，户外

广告领域包括汽车地铁等流动媒体广告、玻璃幕墙广告、商业看板、标识标牌等；装饰美饰领域包括场地装饰（商场、会场、

装修场所等）、汽车美饰、3C产品美饰等。 

根据相关部门统计数据，公司车身贴、单透膜产品的产销规模位居国内同行业前列。 

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等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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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9,081,907.78 526,894,407.04 4.21% 575,875,875.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64,917,401.65 59,441,471.76 9.21% 57,590,76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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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9,162,318.20 54,606,745.45 8.34% 47,279,198.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7,121,597.29 63,088,038.73 -41.16% 85,175,602.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4 0.790 6.33% 0.7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4 0.790 6.33% 0.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09% 21.85% -2.76% 24.33%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700,311,214.82 409,424,685.93 71.05% 368,743,052.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552,627,037.80 291,164,447.41 89.80% 250,472,97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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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219,008.49 149,200,712.15 140,416,603.80 151,245,583.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947,190.68 20,690,573.67 17,243,140.72 16,036,496.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648,869.30 20,419,232.74 14,967,964.48 14,126,251.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688,841.99 16,506,964.35 13,895,246.29 25,408,22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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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2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1,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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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爱国 境内自然人 33.40% 33,398,259 33,398,259   

王树明 境内自然人 17.52% 17,524,205 17,524,205   

杨建堂 境内自然人 12.85% 12,851,222 12,851,222   

陶福生 境内自然人 3.86% 3,863,285 3,863,285   

上海慧眼投资

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62% 3,623,450 3,623,450   

上海纳印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52% 2,524,573 2,524,573   

苏达明 境内自然人 0.81% 809,928 809,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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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 境内自然人 0.41% 405,078 405,078   

吴丽珍 境内自然人 0.32% 324,000 0   

吴文广 境内自然人 0.24% 242,2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游爱国直接持有公司 33.40%的股份；公司法人股东纳印投资持有公司 2.52%

的股份。游爱国系纳印投资法定代表人，并持有纳印投资 48.67%的股权。除此之外，公司

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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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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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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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同期变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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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是公司上市关键年，董事会稳扎稳打，以销售业绩稳定增长、保证持续盈利为目标，狠抓成本控制和市场开发，

公司上下齐心协力，在经济放缓的大环境中，基本完成既定目标。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总体情况: 

（一）市场销售，公司销售部门克服了种种不利因素，积极开拓海内外市场。外销部门积极走出国门，在保持传统市场

份额的同时，在一些海外空白市场取得突破。国内市场下沉渠道，百纳品牌产品逐渐被客户认可，市场占有率提升较快。 

汽车保护膜产品开始形成销售，并逐渐开发适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探索合适的销售模式。 

（二）在公司治理上，公司三会运作正常，完成了董事会的换届工作，治理结构更加合理。公司重大事项决策按照相关

制度流程进行，降低了经营风险。 

（三）在优质资源掌控上，公司与国内外知名公司合作稳定，合作范围不断深入和扩大，并和欧美高端背胶产品厂商合

作关系进一步深化。 

（四）在团队建设上，公司中高管理团队稳定，优化管理模式，培养和引进了一批管理技术人员，优化了公司的团队架

构，人才层次更加合理，员工岗位技能逐渐提高。 

（五）在内部管理上，进一步建立健全了公司的制度体系，推进ERP系统升级，推行办公协同软件的应用，夯实了公司

的管理基础。持续推进改善提案活动、6S活动等管理专项活动，质量专项改善小组工作富有成效，从源头提升产品质量。 

（六）子公司南通百纳数码新材料有限公司建设顺利，高速背胶机、淋膜机、分切机等新设备开始投入使用。 

（七）公司“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通过，“上海著名商标”复审通过。   

（八）纳尔股份新厂房进展顺利，基建项目已经竣工，2016年已投入使用。高速背胶机、新型分切机投入使用，完成设

备升级换代。 

（九）公司始终坚持人才优先的人力资源理念，运用各种方式有效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吸引和保留优秀管理人员和业

务骨干，提高公司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促进公司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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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身贴 358,090,735.83 88,999,633.33 24.85% 10.88% 13.87% 0.65% 

单透膜 109,132,660.89 30,510,879.60 27.96% 15.37% 18.32%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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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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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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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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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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17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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