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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25                           证券简称：纳尔股份                           公告编号：2018-017 

上海纳尔数码喷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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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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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0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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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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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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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新场镇新瀚路 26 号  

电话 021-31272888  

电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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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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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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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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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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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2,853,218.39 549,081,907.78 17.08% 526,894,407.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334,554.81 64,917,401.65 -44.03% 59,441,471.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068,850.30 59,162,318.20 -49.18% 54,606,745.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576,034.39 37,121,597.29 173.63% 63,088,038.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 0.840 -57.14% 0.7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 0.840 -57.14% 0.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50% 19.09% -12.59% 21.85%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750,828,281.84 700,311,214.82 7.21% 409,424,685.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68,961,667.79 552,627,037.80 2.96% 294,464,44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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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405,232.36 160,974,371.76 170,271,929.46 180,201,684.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071,832.31 9,150,139.66 6,097,202.76 11,015,380.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825,081.56 8,608,340.64 4,626,023.84 7,009,404.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552,249.26 2,360,500.92 39,846,268.32 17,817,01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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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9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6,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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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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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股份状态 数量 

游爱国 境内自然人 33.30% 33,398,259 33,398,259   

王树明 境内自然人 17.47% 17,524,205 17,524,205   

杨建堂 境内自然人 12.81% 12,851,222 12,851,222 质押 6,651,000 

陶福生 境内自然人 3.86% 3,868,285 3,868,285   

上海慧眼投资

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61% 3,623,45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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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4,928 612,446   

尚桂红 境内自然人 0.72% 717,792 0   

芜湖瑞天诚智

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53% 533,900 0   

李广 境内自然人 0.40% 405,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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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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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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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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总体经营情况： 

     （一）引进人才、加强内部管理。公司通过内部培养以及外部引进多名中高级管理人才，2017年成功聘请拥有丰富管

理经验的总经理马继戟先生以及生产运营总监钱侠斌先生，并且内部培养提拔了多名中层管理人员，拓展了公司的管理结构。

同时，进一步建立健全了公司的制度体系，夯实了公司的管理基础。持续推进协同管理与6S现场管理，质量专项改善小组

工作富有成效，从源头提升产品质量；在团队建设上，公司中高管理团队稳定，优化管理模式，实施了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

有87名管理人员和骨干员工参与了激励计划。 
 

（二）加大研发投入。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合计2,724.89万元，随着技术研发中心投入使用与高端汽车保护贴膜生产

线试运行成功，提升了公司的研发优势与核心竞争力。建立研发人员走出去策略，加大对市场和客户的服务，通过对一线了

解的线索及机会，投入更多资源加大研发力度；报告期内公司新增授权专利10项，其中4项发明专利；同时，公司三层立体

单透膜产品被认定为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百佳。 
 

（三）优化和整合公司产品结构和导向。公司对目前经营产品进行整合，优化和平衡公司产品的“标准化”、“个性化”的

两种方向和策略。针对“标准化”产品，体现产品的规模化、高效及时交付、高性价比等优势；针对“个性化”，体现公司弹性

生产、精准满足当地市场需求、高附加值等优势。 
 

   （四）加大营销拓展。公司积极布局海内外市场，紧抓市场脉搏。国内市场销售渠道进一步下沉，建立大区营销中心，

设立华南、西南两大营销中心，提升公司国内市场的服务水平，国内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高；国外市场加大品牌推广、形成

分销结合、细化和精耕区域市场，加大营销拓展力度，成立美国孙公司Proflex Graphic Solutions Corp，主要针对海外中高端

市场。 
 

   （五）稳步推进公司募投及设备升级项目投资。公司分别启动营销网络、研发中心、高性能数码喷印材料三期生产项目

建设的投资项目，其中研发中心主体建设基本完成，营销网络中国内两大营销中心积极布局并取得初步成果，高性能数码喷

印材料三期规划及前期准备基本完成、部分产线陆续试产、投产。募投项目的建设，为公司未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公

司完成主要生产设备升级换代，持续推进技术改造，提高生产效率。 
 

   （六）积极寻找和培育新的业务板块。公司投资参股纳尔广告传媒有限公司，是对传媒业务的积极尝试，对公司主营的

广告用数码喷印材料的应用场景的拓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能够形成一定的协同效应，对公司未来业务向下游加速拓展起到

积极作用；汽车保护膜初显成效，为公司拓展新市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七）在公司治理上，公司三会运作正常，信息披露工作正常，完成了年度报告、第一季度报告、半年报等报告的编制，

完成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的股权登记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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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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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纳尔数码喷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车身贴 492,809,311.00 97,268,197.13 19.74% 37.62% 9.29% -5.12% 

单透膜 91,353,132.00 18,470,342.95 20.22% -16.29% -39.46% -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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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290.60元，调增资产处置收益118,29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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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 出资比例 

香港纳尔国际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2017年5月 66,034.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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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法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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