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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25                               证券简称：纳尔股份                          公告编号：2019-007 

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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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130095 股为基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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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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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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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788,518,296.12 642,853,218.39 22.66% 549,081,907.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986,679.22 36,334,554.81 70.60% 64,917,401.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3,759,967.59 30,068,850.30 78.79% 59,162,318.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3,295,311.18 101,576,034.39 -18.00% 37,121,597.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40 0.260 69.23% 0.6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40 0.260 69.23% 0.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43% 6.50% 3.93% 19.09%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841,630,525.61 750,828,281.84 12.09% 700,311,214.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21,538,087.23 568,961,667.79 9.24% 552,627,03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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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769,199.84 199,801,248.92 211,020,022.27 203,927,825.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35,840.52 23,123,473.18 21,175,681.52 12,251,684.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571,790.44 20,123,745.45 21,054,149.89 8,010,281.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44,295.52 11,439,862.18 29,025,590.12 37,285,56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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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6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14,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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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3% 46,757,563 46,757,563   

王树明 境内自然人 17.49% 24,533,887 24,533,887   

杨建堂 境内自然人 12.83% 17,991,711 17,991,711 质押 9,311,400 

陶福生 境内自然人 3.86% 5,413,499 5,413,499   

上海慧眼投资

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62% 5,072,830    

上海纳印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52% 3,534,402 3,534,402   

苏达明 境内自然人 0.81% 1,138,799 1,138,799   

李广 境内自然人 0.40% 567,109    

蔡玉婵 境内自然人 0.22% 304,060    

林敏杰 境内自然人 0.18% 25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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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全球经济遇到的风险和困难逐步增多，主要经济体增长放缓、通胀上升，紧缩货币政策周期开启，与此同时，

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面临中美贸易争端和国内金融稳杠杆的环境下，企业经营面临诸多挑战与困难。  

2018年，公司在销售收入、盈利能力、品牌影响力及客户认可度等方面，均取得较大成绩；在节能降耗、安全生产等各

项精细管理的指标方面也取得长足的进步；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的工作卓有成效，稳步推进，企业凝聚力得到很好的提升；

公司的投资项目工作也迈出坚实步伐，随着南通化工项目、深圳墨库项目的成功签约，公司的发展纵深度不断得以拓展；同

时，公司在技术研发上取得较大的突破，与高等院校的产学研合作不断深化、逐步结出丰硕成果。 

报告期内，公司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78,851.83万元，比上年同比上升22.66%；净利润6198.67万元，以上年同比上升

70.60%；基本每股收益0.44元。  

报告期内公司总体运营情况：  

（一）团队建设、人才培养继续发力。 

在上年引进多名高级管理人员的基础上，继续发力引进公司核心业务带头人，分别在数字运营、技术管理等方面引进高

阶专业人员，提升公司发展的人才厚度；加强后备力量的培养和储备，2018年通过社招、内部选拔等方式，培养二十余名具

有较高专业理论基础的高学历基础专业人才，经过长达半年的多专业、多场景培训、轮训辅导、多岗位实践，经综合评估，

实行优胜劣汰，保留了富有战斗力的新鲜血液充实到公司各个业务模块中，为公司的厚积薄发播下希望的种子；公司2018

年实施了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共有117名公司核心管理人员、技术骨干员工参与了激励计划，增强团队的凝聚力、激发员

工的自主能动力；。  

（二）完善销售体系、为客户提供价值 

公司在2018年随着国内市场营销网络募投项目的推进，将公司销售及服务延伸到离客户最近的前线，对扩大市场份额，

提升客户满意度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三链策略，为客户创造价值，通过对上游胶粘制品的投入将“产业链”的延伸和打

通到更前段，为客户提供技术更先进、品质更稳定、极具新价比的产品，让客户分享到产业链通畅直达的优势和价值；为客

户提供全行业的“生态链”产品和服务，激活市场渠道的一站式式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与客户共享全生态资源的价值；为“渠

道价值链”源源不断的输入动力和资源，针对经销商体系通过导入公司产品、品牌授权、发挥公司的质量管理体系威力、通

过信息化接入、数字化经营，实现公司营销服务与合作伙伴的全面对接，再通过全渠道资源的对接，实施对店中店的升级及

改造，帮助渠道伙伴实现商业价值倍增，为下一步打造开放平台进行积极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  

（三）探索研发模式创新、为公司发展注入新活力 

与专业院校合作，探索技术研发项目、专业教授和科研人员、研发模式的全面对接，坚持技术及研发资源走出去与

请进来并行策略，一方面加大对市场和客户的服务，通过对前线市场和竞争格局的了解，掌握第一手的线索及

机会，投入更多资源加大研发力度为公司新技术、新产品输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另一方面将专业院校的教授、老师、学

员请进来，与公司研发、技术、品管、制造资源无缝对接，实现公司与学校的产学研全方位融合 

随着公司募投项目的技术研发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公司的研发软硬件水平和技术实力、以及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报

告期内公司共收获专利8项，其中2项发明专利。  

（四）积极尝试协同效应板块的投入。 

公司投资深圳墨库图文技术有限公司，积极链接关联类产品、形成行业内的资源整合，对公司主营的广告

用数码喷印材料在用户中形成较强的协同效应，对客户的粘性增强、综合解决方案的应用都有非常积极作用；

随着公司对上游胶粘制品的投资、以及纳尔传媒业务的不断拓展和深化，公司在保证主业稳定的基础上，积极

开展具有协同效应的相关多元化。 

   （五）在公司治理上，公司三会运作正常，信息披露合法、合规、及时、透明，完成了定期报告的披露，加

强了公司与投资者的沟通和链接，保障了投资者的权利和利益，也为公司的发展争取到健康、积极的环境。公

司完成了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各项重大事项决策按照相关制度流程进行，降低经营风险，为公司和股东的长

远利益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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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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9,429,347.76 106,190,689.39 18.02% 19.61% 9.17% -1.72% 

单透膜 135,870,665.00 31,374,830.52 23.09% 48.73% 69.87%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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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及

其解读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2018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7年度财务

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 2,519,582.00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 

    65,194,147.01  

应收账款      62,674,565.01  

应付票据     111,171,791.81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 

   150,805,927.63  

应付账款      39,634,135.82  

管理费用      56,144,571.20  管理费用     28,895,647.29  

研发费用     27,248,923.91  

2. 财政部于2017年度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9号——关于权益法下投资净损失的会计处理》《企

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0号——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折旧方法》《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1

号——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2号——关于关键管

理人员服务的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联方》。公司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解释，执行

上述解释对公司期初财务数据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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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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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南通纳尔化工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2018年10月 50,000,000.00[注] 100.00% 

[注]：南通纳尔化工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00万元，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尚未出资。 
 

（4）对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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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