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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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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708,846,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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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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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洋科技 股票代码 002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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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志喜 侯国莉 

办公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开发区开发大道 388 号 浙江省台州市开发区开发大道 388 号 

电话 0576-88169898 0576-88170181 

电子信箱 nykj@nykj.cc nykj@nykj.cc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要业务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主要分为电容器薄膜、太阳能电池背材膜、锂离子电池隔膜、光学膜几大业务板块。 

（1）电容器薄膜业务 

电容器薄膜作为薄膜电容器的核心介质材料，薄膜电容器主要应用于电子、家电、通讯、电力、电气化铁路、混合动力汽车、

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等多个行业。公司具备年产16,000吨电容器用聚丙烯薄膜生产能力，年产5,000吨电容器用聚酯薄膜项

目报告期内不断调整生产工艺，开拓客户资源，产品小批量交客户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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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太阳能电池背材膜业务 

太阳能电池背材膜是一种位于太阳能电池组件背面的光伏封装材料，在户外环境下保护太阳能电池组件抵抗光湿热等环境影

响因素对EVA胶膜、电池片等材料的侵蚀，起耐候绝缘保护作用，是太阳能电池背板的核心材料，广泛应用于光伏发电。 

公司“年产25,000吨太阳能电池背材膜项目”报告期内产销两旺。此外，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

50,000吨太阳能电池背材膜项目”，一期工程30,000吨报告期内已完成厂房建造，设备开始安装，预计2017年三、四季度试生

产。 

（3）锂离子电池隔膜业务 

锂离子电池隔膜应用于便携装置用储能电池和动力电池，产品广泛应用于3C产品（即计算机、通讯和消费电子产品）、新

能源汽车、储能电站、电动自行车、电动工具、航天航空、医疗等领域。 

 公司年产9,000万平方米锂电池隔膜项目报告期内通过工艺体系改进、调试新产品，设备更趋稳定，产成品率不断提升，部

分产品经送检已得到客户认可并进入小批量供货，部分产品进入客户中试阶段，预计2017年三、四季度量产。年产1,500万

平方米锂离子电池隔膜生产线设备仍在改造、调整中。 

（4）光学膜业务 

光学膜主要应用于高端液晶显示器材背光膜组、抗静电保护膜、触摸屏保护膜、汽车玻璃隔热贴膜等。 

公司目前的光学膜系应用于显示器材背光膜组。产品分为：光学级基膜和光学膜涂布。光学级基膜方面：年产20,000吨光学

基膜项目报告期内投产。光学膜涂布方面：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东旭成光学膜涂布保持产销两旺，年产2,000万平方

米增亮膜项目报告期内继续向韩国LG电子小批量供货。公司年产1.6万吨光学膜涂布项目一期工程报告期内投产。 

2.公司所处的的行业情况及地位 

（1）电容器薄膜业务方面 

近年来，国内电容器薄膜行业投资增长迅猛，同类产品产能急剧扩大，导致产品价格竞争趋于白热化，未来我国电容器用薄

膜行业的市场竞争将从产品线的扩张转向核心业务的强化和品牌的提升。随着国家在智能电网建设、电气化铁路建设、LED 

照明和新能源（光伏，风能，汽车）等方面的加大投入，以及消费类电子产品的升级换代，只有更具个性化的、能满足于特

殊要求的、能突破常规，耐高温，耐高压，耐大电流等要求的环保节能、可靠性安全性得到提升的高端产品，才能适应市场

升级换代需要。家电领域，随着国家新布局的展开，大力提倡节能环保，智能家居将成为新的亮点，在新城镇化推进、棚户

区改造工程建设的落实、城市公共设施的进一步推广下，家电行业特别是节能、智能化的家电将会异军突起。国家电网预计

到2025年，建设东部、西部电网同步联网工程。“十三五”期间，将加快同步电网优化升级整合，2017年全面建成纳入国家大

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四交四直”和酒泉—湖南特高压直流工程，2020年形成东部、西部特高压交流主网架。《国家电网公

司促进新能源发展白皮书（2016）》指出我国新能源持续快速增长，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容量双创新高，风电装机容

量连续四年世界第一。 随着新能源技术的推广及新能源市场的不断扩张，新能源汽车、超级电容等在未来的良好发展态势，

以及电容器用膜整体朝薄型化发展的要求，超薄化、耐高温、安全可靠性将成为主要发展趋势，高端产品占全部产品的比重

将逐年增大。 

公司具备年产16,000吨电容器用聚丙烯薄膜和年产5,000吨电容器用聚酯薄膜生产能力。产品涵盖1.5μm-18μm，在产能

规模、产品系列等方面处于行业领先地位，能更好地满足客户的个性化定制需求。拥有珠海格力、宁波新容、法拉电子、日

本松下等优质高端客户，在新产品研发方面加大对电容器薄膜耐高温、耐大电流、安全可靠性的研究和客户定制型的开发，

进一步巩固了公司电容膜产品的行业地位。 

 

（2）太阳能电池背材膜业务 

 

全球能源行业正面临着能源枯竭与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已成为世界共识，以太阳能为代表的可再生能

源成为当代新能源开发的重要方向之一。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2016年底，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3454万千瓦，累计

装机容量7742万千瓦，新增和累计装机容量均为全球第一。其中，光伏电站累计装机容量6710万千瓦，分布式累计装机容量

1032万千瓦。全年发电量662亿千瓦时，仅占我国全年总发电量的1％，相对于欧洲发达国家的光伏发电占总发电量的比例来

看，我国的光伏发电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根据国家能源局下发的《太阳能利用十三五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显示，“十三

五”太阳能光伏装机目标为150GW，其中包含70GW的分布式光伏电站以及80GW的集中式光伏电站。光伏行业势必将保持高

速增长，太阳能电池背板膜在下游太阳能电池应用领域的需求也将持续稳定增长。同时，光伏行业对背板的要求越来越高，

导致背板行业对背材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由于背板的竞争逾激烈、账期逾长，部分中小型或自有资金不充裕的企业将会慢

慢退出市场或只做代加工，导致国内的背板业务越来越集中于有实力的企业。 

 

公司目前拥有年产25,000吨的太阳能电池背材膜生产能力，正在建设中的年产50,000吨背材膜项目一期工程30,000吨将于

2017年三、四季度试生产，上述项目实施后，将进一步巩固公司在背材膜行业内的领先地位。 

 

（3）锂离子电池隔膜业务 

锂离子电池隔膜是锂离子电池生产的关键材料之一，是其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锂电池隔膜成本占电池成本的1/3左右。

隔膜的性能决定了电池的界面结构、内阻等，直接影响电池的容量、循环性能以及安全性能等特性，性能优异的隔膜对提高

电池的综合性能具有重要的作用。受锂离子电池市场带动，锂离子电池隔膜市场需求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在电子领域的创新

驱动下，便携式电子产品将进一步普及，可穿戴设备、物联网等新兴市场不断涌现, 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我国消费类锂电

池产业亦发展迅速。随着新能源汽车的迅速发展，动力锂电池需求增长迅速。根据国务院《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2012-2020年）》，到 2020年，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生产能力达200万辆、累计产销量超过500万辆。我国新

能源汽车的快速增长必将有力推动其生产所需的动力类锂电池隔膜需求的增长。 

由于隔膜较高的技术壁垒，全球锂电池隔膜的主要技术和市场都被日本、美国少数厂商垄断，我国在锂离子电池隔膜研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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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方面起步较晚，但进步较快。国内锂离子电池隔膜制造企业在生产工艺、良品率控制、设备改进等技术方面不断的突破，

国产产品将逐步打开高端锂电池市场，替代进口的潜力巨大。  

 

公司年产9,000万平方米锂电池隔膜项目在单线产能方面居行业领先，由公司技术团队在传统的干法与湿法生产工艺基础上

研制出的新型生产工艺填补了业内空白。 

（4）光学膜业务方面 

背光模组是光学膜的主要应用领域，一般由背光源、导光板、光学膜及外框等组件构成，与LCD面板加工、制造形成液晶模

组，并最终用于各种规格、尺寸的液晶电视、液晶显示器、便携式电脑、手机、数码相机等终端消费类电子产品。根据

Displaysearch的研究数据，在整个TFT-LCD生产过程当中，背光模组成本约占LCD面板的三分之一，膜材料则约占背光模组

成本的40%（说明： TFT-LCD是当前最主流的液晶显示技术）。受下游消费电子产品的增长、LCD产能向国内转移以及政

府政策引导等因素影响，未来背光模组用光学膜需求将持续增长。 ①终端消费类电子产品的强劲需求带动光学膜需求增长，

LCD的大尺寸应用主要集中在液晶电视、液晶显示器、移动电脑上，小尺寸应用则主要集中在手机等方面，其中液晶电视是

LCD应用的第一大应用领域，其次为电脑产品，再次为手机等消费类电子产品。 ② LCD产业产能向国内转移为国内光学膜

产业奠定了良好的市场基础。当前LCD产业主要集中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地区，基本涵盖了整个产业链。中

国大陆LCD产业起步较晚，但发展迅猛，目前LCD面板产能已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三。随着全球LCD面板产能加速向国内转

移，国内背光模组需求将继续维持高速增长态势，国内背光模组需求的快速增长势必将带动国内光学膜需求的快速增长，为

光学膜国产化创造了良好的市场基础。 

 

本公司目前产品分为：光学级基膜和光学膜涂布。报告期内年产1.6万吨光学膜涂布项目一期产品液晶显示器用扩散膜已通

过了重点客户部分测试并进行小批量产品供应，并完成了石墨烯导电涂层等开发试验，产品性能均已达到客户要求；控股子

公司东旭成反射膜业务行业领先，扩散膜业务居行业前三名，报告期内产销两旺，增亮膜项目报告期内继续向韩国LG电子

正式供货；公司年产20,000吨光学级聚酯薄膜项目报告期内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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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3,767,023.11 923,366,217.00 31.45% 699,622,636.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2,776,803.74 100,077,895.96 22.68% 48,646,859.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5,508,480.75 95,496,218.27 20.96% 43,610,690.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2,829,676.92 95,698,916.81 7.45% 147,132,814.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6 6.25% 0.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6 6.25% 0.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3% 4.09% -0.46% 2.80%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3,983,795,536.30 3,691,204,619.98 7.93% 2,838,887,641.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437,291,242.86 3,333,673,670.81 3.11% 2,121,410,66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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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126,225.26 319,738,076.53 310,076,970.25 346,825,751.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233,678.38 37,638,626.76 31,510,176.51 24,394,322.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24,022,672.95 41,719,193.60 29,868,711.50 19,897,90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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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591,016.33 -41,046,160.80 66,784,928.08 66,499,89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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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3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4,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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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州市金投航

天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08% 149,400,000 0   

邵奕兴 境内自然人 16.97% 120,310,798 120,310,798 质押 54,900,000 

罗培栋 境内自然人 5.85% 41,441,860 41,441,860 质押 12,800,000 

邵雨田 境内自然人 4.11% 29,100,000 0   

冯小玉 境内自然人 2.84% 20,100,000 0   

浙江南洋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第 1 期员工

持股计划 

其他 1.27% 9,020,000 9,020,000   

罗新良 境内自然人 1.11% 7,876,626 3,720,932   

宁波新亚联合

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2% 6,511,629 3,720,932 质押 3,720,0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83% 5,889,500 0   

苏洁 境内自然人 0.59% 4,167,455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股东邵雨田、邵奕兴为父子关系；股东罗新良、罗培栋为父子关系，宁波新亚联合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系罗新良控制的企业，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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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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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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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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依然复杂严峻，经营难度进一步加大。公司紧紧围绕国家产业政策，以“战略先行、品牌牵引、

科技驱动、文化支撑”为经营理念，在高端功能性膜领域深耕细作，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

顺应国家大力推进新能源汽车和国家电网建设的产业政策，不断拓展现有电容器薄膜产品在智能电网、风力及太阳能发电、

新能源汽车等高端领域的应用，加大公司超薄型耐高温电容薄膜的市场推广力度，缓冲因传统电容薄膜市场激烈竞争导致的

经营压力，在保持原有业务生产线产销旺盛的同时，努力推进新项目锂离子电池隔膜和太阳能背材膜业务实施进度，争取新

产品早日投放市场。同时，在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公司启动了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拟以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方式收购无人机业务标的公司股权。该事项目前正在进行中。 

报告期内，公司业绩实现稳定增长，实现营业收入121,376.70万元，同比增长31.45%，利润总额16,282.41万元，同比增长

20.4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277.68万元，同比增长 22.68 %。 

2016年，公司主要工作如下：  

1.利用资本平台，打造军民融合发展战略 

在国家深入推进军民融合式发展的大背景下，公司与航天气动院、航天投资、保利科技、海泰控股等单位开展合作，拟以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方式收购无人机标的公司彩虹公司100%股权和神飞公司84%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截止目前，本次交易

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2.强化品质管控，大力推进项目实施进度 

报告期内，原有项目电容器薄膜和太阳能背材膜继续保持产销旺盛，面对电容器薄膜市场价格持续走低，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的状况，公司努力拓展现有电容器薄膜产品在智能电网、风力及太阳能发电、新能源汽车等高端领域的应用，加大公司超薄

型耐高温电容薄膜的市场推广力度，缓冲因传统电容薄膜市场激烈竞争导致的经营压力，使公司电容器薄膜仍能保持应有的

产能。25,000吨太阳能电池背材膜项目报告期内设备运行稳定，受光伏行业回暖的影响，公司背材膜业务报告内保持产销两

旺，产品供不应求。50,000吨太阳能背材膜项目正在抓紧实施中，一期工程30,000吨设备报告期内开始安装，预计2017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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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度试生产。公司年产9,000万平方米锂电池隔膜项目报告期内通过工艺体系改进、调试新产品，设备更趋稳定，产成品

率不断提升，部分产品经送检已得到客户认可并进入小批量供货，部分产品进入客户中试阶段，预计2017年三、四季度量产。

20,000吨光学基膜项目报告期内投产，控股子公司东旭成增亮膜项目报告期内仍向韩国LG电子小批量供货，年产1.6万吨光

学膜涂布项目一期工程报告期内投产。 

3.加强市场开拓，不断积累优质客户资源 

近年来公司陆续有新项目建成投产，为缩短新项目产品的市场导入期，公司不断加强市场营销力度尤其是行业高端客户的推

广，与客户建立良性互动，对客户的反馈做到快速反应，相关部门密切配合，满足客户的个性化定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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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容膜 304,778,106.27 50,015,405.68 16.41% 15.12% -6.06% -3.70% 

背材膜及绝缘材

料 
429,032,399.32 103,866,063.60 24.21% 34.30% -7.18% -10.82% 

光学膜 475,128,718.29 177,077,481.04 37.27% 41.22% 33.21% -2.24% 

合计 1,208,939,223.88 330,958,950.32 27.38% 31.31% 11.03%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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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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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