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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长海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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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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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变更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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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496,076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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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海股份 股票代码 300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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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志军 徐珊 

办公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塘桥村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塘桥村 

传真 0519-88702681 0519-88712521 

电话 0519-88702681 0519-88712521 

电子信箱 finance@changhaigfrp.com finance@changhaigfrp.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为玻纤制品及玻纤复合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玻纤纱、

短切毡、湿法薄毡、复合隔板、涂层毡等。玻纤及其制品是无机非金属材料中重要的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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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绝缘性、耐热性、抗腐蚀性、机械强度高等多种性能，在建筑建材、轨道交通、石油化

工、汽车制造等各大国民经济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属于国家倡导优先发展的新材料领域。玻

纤纱是玻纤制品的基材；短切毡广泛应用于汽车顶蓬、卫浴洁具、大型储罐、透明板材等多

个方面；湿法薄毡可用于内外墙装饰、屋面防水、电子基材等方面；复合隔板可应用于蓄电

池中；涂层毡可应用于建筑建材中。 

我国玻纤行业起步于上世纪50年代，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产能规模不断扩大。进入

21世纪后产量更是飞速增长，目前已成为世界玻纤第一大国，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但不是

技术强国。因此，完善提升池窑技术，做好玻纤制品的专业化差异化发展，不断提升热固性

复合材料生产技术的自动化、机械化水平，大力发展热塑性复合材料，积极提升纤维复合材

料全产业链的竞争实力，将是行业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玻纤行业集中度较高，业内三大巨头—中国巨石、泰山玻纤和重庆国际产能占

到全国总产能的64%左右，加上山东玻纤、四川威玻和我公司，国内前六大供应商产能占比

约为80%，寡头垄断格局初步形成。而玻纤行业因其技术专业化和规模生产的特点，导致进

入门槛较高，再加上国家政策对进入条件的限制以及下游复合材料行业对玻纤品牌的重视，

使大型玻纤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愈发明显。较高的行业壁垒使新兴企业进入市场困难重

重，行业集中度有望进一步提升。 

我国玻纤行业正处于成长期，下游需求不断拓展，其中风力发电是一大新兴领域。玻纤

材料凭借其较高的性价比和耐腐蚀的特点，成为风机叶片制造的优质原料。作为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方向，风力发电近年来得到了快速发展，2016年，我国风力新增装机容量为23.37GW，

累计装机容量高达168.73GW。2017年国内风电设备招标预计全年30GW左右，以招标到建成

的周期为一年来推测，2018年装机规模依旧可观。同时随着风机叶片大型化趋势以及海上风

电的快速发展，风电领域对玻纤材料需求有望持续提升。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交通运输领域投资不断加大，高铁、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拉动了

玻纤行业的旺盛需求。在汽车轻量化发展趋势下，国内热塑性复合材料市场需求提升空间仍

然较大，各大玻纤生产企业加大了对热塑性玻纤制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力度。根据中国复

合材料信息网，当前我国整车配件上复合材料应用比例仅占8％-12％左右，而国外应用比例

达到20%-30％，未来10年随着国内汽车轻量化步伐的加快，车用玻纤复合材料需求也将迎来

快速增长期。未来2-3年玻纤行业依旧处于景气度高点，行业依然处于稳定的增长阶段。 

公司为国内为数不多的拥有从玻纤生产、玻纤制品深加工到玻纤复合材料制造的完整产

业链的玻纤企业，是国内规模最大的无纺玻纤制品综合生产企业之一，也是国内少数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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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玻纤毡制品并不断进行制品深加工的高新技术企业。产业链的完整，使得公司能够按照

产品需求调节上游产品性能，提高玻纤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与产品开发周期，并能通过

产业链的拉长转移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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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2,027,190,741.15 1,767,919,840.42 14.67% 1,516,064,342.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1,940,488.27 257,627,306.12 -21.62% 213,544,204.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0,688,695.78 246,445,448.13 -30.74% 191,778,246.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7,712,374.86 329,253,974.26 14.72% 295,429,632.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80 0.650 -26.15% 1.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80 0.650 -26.15% 1.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65% 14.90% -6.25% 17.92%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3,103,969,891.20 3,026,187,756.68 2.57% 2,267,494,922.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08,091,552.15 2,269,894,581.82 6.09% 1,292,723,35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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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449,735.97 516,275,774.93 579,673,375.69 521,791,854.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026,844.90 44,898,455.85 59,486,777.75 37,528,409.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6,911,736.67 32,502,534.71 54,005,043.32 27,269,381.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804,938.40 89,868,780.32 82,970,785.30 165,067,87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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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2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0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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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总数 总数 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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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鹏威 境内自然人 40.16% 170,474,412 134,155,808 质押 18,000,000 

杨国文 境内自然人 10.18% 43,200,000 32,400,000   

常州产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5% 9,111,616    

天治基金－浦发银行

－爱建信托－爱建天

治浦发 1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2.03% 8,630,726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其他 1.98% 8,400,000    

民生通惠资产－民生

银行－民生通惠新汇

三号资产管理产品 

其他 1.64% 6,978,942    

申万菱信资产－工商

银行－华融信托－华

融·远策定增优势组合

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1.29% 5,474,118    

富恩德（北京）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富恩德

仙多山基金 1 期 

其他 1.26% 5,338,239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

组合 
其他 0.89% 3,796,50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安智增精

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3% 3,526,35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杨国文与杨鹏威系父子关系，杨国文及杨鹏威属于一致行动人。除前述情况

外，公司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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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2,719.07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了25,927.09万元，增长

14.67%；营业利润23,330.79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23.76%；利润总额23,584.53万元，较去年

同期减少25.12%；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20,194.05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2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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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玻璃纤维及制品 1,181,316,387.17 394,547,660.90 33.40% 0.39% -13.46% -5.34% 

化工制品 733,705,528.86 86,861,756.76 11.84% 48.46% 4.76% -4.94% 

玻璃钢制品 112,168,825.12 32,088,179.99 28.61% 15.71% 29.34%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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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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公司自2017年5月28日起执行财政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

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自2017年6月12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

——政府补助》。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 本公司编制2017年度报表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7〕30号)，将原列报于“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损失

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利得和损失变更为列报于“资产处置收益”。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

调整法，调减2016年度营业外收入39,713.31元，营业外支出490,315.21元，调增资产处置收益

-450,601.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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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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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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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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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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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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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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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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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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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