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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01                               证券简称：九鼎新材                            公告编号：2019-7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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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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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鼎新材 股票代码 00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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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正勇 李婵婵 

办公地址 江苏省如皋市中山东路 1 号 江苏省如皋市中山东路 1 号 

电话 0513-87530125 0513-87530125 

电子信箱 zyren@jiudinggroup.com licc@jiudinggroup.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要从事玻璃纤维深加工制品、玻璃纤维复合材料以及高性能玻璃纤维、高性能玻璃纤维增强基材的制造和销售。 

产品类别 主要产品 应用领域 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行业地位 

玻璃纤维深加

工制品 
砂轮网片 树脂砂轮 

砂轮是先进制造不可或缺的基础工

具，市场需求稳定。国内砂轮网片的

增长，特别是中高端砂轮网片的增长

将维持在较高水平，国外市场的增长

也将保持一定的增速，具有良好的市

场前景。目前公司已启动“砂轮网片绿

色技改项目”，项目完成后生产规模将

产品质量及规模处于

世界领先水平，在国

际及国内市场的占有

率均居于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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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放大，进一步提高市场占有率。 

各类玻纤机织、

经编、缝编织物 

建筑、道路、交通、装修、装

饰以及航天、安全等领域 

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以及我国

“一带一路”等战略的实施，带动全球范

围内建筑、基础设施新一轮的发展，

将会为纺织型玻纤深加工制品提供广

阔的市场空间,公司正在积极跟进“一

带一路”发展战略，不断寻找新的发展

空间。 

公司系中国玻璃纤维

制品深加工基地，航

空特种玻纤布定点生

产企业。产品种类、

质量、规模处于国内

领先水平。 

玻璃纤维复合

材料 

通用制品 汽车配件、轨道交通等领域 随着机械化、智能化工艺技术的突破

和推广，产品种类、质量及档次将会

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热塑性复合材

料受惠于绿色经济发展，在汽车轻量

化、家电、建筑等领域得到越来越广

泛的应用，中国热塑性复合材料制品

产量稳步增长。公司正在积极转型，

调整产品结构，在节能减排绿色化发

展上不断进取。 

产品质量、规模处于

国内同行业前列。 

格栅 化工行业、石油产业等领域 

拉挤型材 化工行业、制造业、环保产业

等领域 

环保装备 废气处理、环保工程等领域 

贮罐 化工防腐等领域 

风电机舱罩、叶片 风力发电领域 

高性能玻璃纤

维及增强基材 

高模量玻璃纤维及

制品 

高弹性模量、高耐腐、高电绝

缘等应用领域 

随着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

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和新能源

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对

高性能玻璃纤维及基材有着持续而巨

大的需求。 

2018年，玻璃纤维行业需求持续增长，

汽车轻量化、电子电器等行业需求旺

盛。公司紧抓市场机遇，推动转型升

级，优化产品结构。 

填补国内空白 

连续毡 
陆上交通、轨道交通轻量化及

中高端玻璃纤维复合材料领域 

打破国外生产企业的

垄断局面，填补国内

空白。 

二元高硅氧 

航空航天、高温气体收尘、液

体过滤、金属熔化过滤和消防

等领域。 

高硅氧玻纤产品将朝着多品种、多规

格化发展，并且在民用及国防领域的

航空、航天器防热烧蚀材料、耐高/低

温绝热防、高温气体收尘、液体过滤、

金属融化过滤、净化方面等领域具有

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 

玻璃纤维及制品制造-高硅氧玻璃纤维

及玻璃制品已被列入《战略性新兴产

业分类（2018）》名录。 

采用的二元组分和池

窑法拉丝生产工艺国

际领先，产品各项性

能达到国际先进标准

水平。 

2、公司主要业务模式分为采购模式、生产模式、营销模式三大块。 

（1）采购模式 

    公司主要通过比价采购的方式选择供应商，建立了对供应商的考核与评价机制，与主要原料供应商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

实现合作共赢。 

（2）生产模式 

    公司的主要生产模式是以销定产，以拉动式为主的柔性生产方式。 

（3）营销模式 

    公司产品采用“外销+内销”模式、“直销+代销”模式，直销为主，少量代理为辅。 

3、公司所属行业情况 

    据美国玻璃纤维复合材料工业协会发布的《全球玻璃纤维复合材料市场趋势预测和机会分析》报告指出，未来5年内，

汽车固件、建筑装饰、安全防护、航空航天、液体过滤将成为玻纤复材发展的5大重点领域，其市场份额将占到玻纤复材总

量的80%，且产品将呈现整体高端化发展趋势。该报告同时指出，全球玻璃纤维复合材料市场总消费水平预计将以8.5%的年

增长率强劲增长，市场份额预计在2022年将达到1,080亿美元，发展空间巨大。与此同时，新兴国家市场潜力巨大，许多应

用领域仍有待开发，预期玻纤产品的需求量将呈跨越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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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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042,430.16 994,216,079.28 7.73% 793,740,923.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603,800.49 -3,185,031.91 684.10% 4,791,458.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657,784.16 -18,166,347.31 136.65% -13,380,093.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3,794,257.90 134,074,892.50 66.92% 55,964,114.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1 700.00% 0.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1 700.00% 0.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9% -0.36% 2.45% 0.54%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2,319,814,106.79 2,740,929,575.85 -15.36% 2,422,061,473.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98,722,224.15 880,118,423.66 2.11% 882,211,36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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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828,993.98 258,666,123.94 254,849,928.85 334,697,383.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10,734.67 2,780,027.17 2,245,566.89 11,167,471.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4,708.19 604,561.23 236,552.45 5,751,962.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087,321.27 119,570,626.35 108,338,597.11 -31,202,28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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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3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6,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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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清波 境内自然人 29.85% 99,225,904 0 质押 40,813,387 

江苏九鼎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75% 35,754,391 0 

质押 21,386,613 

冻结 14,36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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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正威新材

料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23% 34,000,000 0   

陆家嘴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

陆家嘴信托•浦

银 1 号单一资

金信托（注：员

工持股计划） 

其他 2.19% 7,289,885 0   

王为 境内自然人 0.62% 2,050,560 0   

王天龙 境内自然人 0.60% 2,001,801 0   

陈小娟 境内自然人 0.57% 1,895,438 0   

金鹏飞 境内自然人 0.53% 1,756,010 0   

辛立柱 境内自然人 0.52% 1,721,240 0   

黄秀芳 境内自然人 0.51% 1,7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江苏九鼎集团有限公司、顾清波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王为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00,000 股外，还通过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950,56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050,560 股；公司股东陈小娟通过普通

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895,438 股，

实际合计持有 1,895,438 股；公司股东黄秀芳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华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7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700,000 股。 

注：九鼎集团被质押、冻结的 14,367,778 股股份已于 2019 年 3 月 15 日解除质押、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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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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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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世界经济与贸易格局发生深度调整和剧烈变化的一个时期，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不断遭遇政治及贸易保护的严峻

考验。面对中美贸易摩擦等复杂的宏观经济环境，产业转型与升级成为企业逆势增长的突破口，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国家

政策的引导下，公司紧紧围绕发展目标和工作计划，积极通过市场开拓、管理提升，坚持卓越绩效管理模式和阿米巴小型经

营体机制，使组织的运营效能不断提升，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也得到有效调动。同时，在国家重视环保且环保政策和环保

督查趋严的大背景下，公司在技术创新、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的道路上不断开拓进取。 

    2018年，各事业部认真贯彻卓越绩效管理模式，坚持顾客驱动，加强市场开拓，深化对顾客与市场的了解，通过顾客与

市场的细分、深度识别顾客的需求和期望，维护现有市场并拓展新市场和新顾客，取得较好效果。2018年母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8.39亿元，较上年增长7.65%，净利润为1,982.22万元。其中：玻纤制品实现销售收入74,588.24万元，2018年公司启动了“砂

轮网片绿色生产技改项目”，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扩大产能，突出公司砂轮网产品的性价比优势，实

现规模、效益双增长；玻璃钢制品实现销售收入22,570.24万元，同比增长18.87%，玻璃钢格栅产品、玻璃钢化工环保产品

的销售收入分别比去年同期增加1,101.63万元、1,090.40万元。 

    报告期内，全资子公司山东九鼎以市场匹配的原则对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对主导产品及目标市场进行深入细化，根据

不同的产品特点选取了不同的运作策略，制定了差异化的市场渗入及开拓战略，经营业绩取得明显改善。报告期内实现营业

收入2.67亿元，同比增长18.56%，净利润-311.95万元，同比增长89.96%。全资子公司甘肃九鼎实现销售收入3,530.43万元，

较上年增长78.19%，实现净利润358.63万元，较上年增长340.15%。 

    2018年，公司（合并）实现营业总收入10.7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73%，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分别为1,453.23万元、2,047.82万元、1,860.38万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270.07%、2,864.34%、68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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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5,882,350.05 571,510,724.14 23.38% 0.10% -4.19% 3.43% 

玻璃钢制品 225,702,430.74 162,577,937.01 27.97% 18.87% 18.40% 0.29% 

其他业务收入 99,457,649.37 67,430,975.76 32.20% 68.07% 93.96% -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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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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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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0月22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会计政

策的议案》。 

（1）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为解决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在财务报告编制中的实际问题，规范企业财务报表列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财政部于

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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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公司根据上述文件的要求，对财务报表格式的相关内容进行了相应的变更。 

（2）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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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公司调整以下

财务报表的列报，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相应调整： 

    ①原“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②原“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和“其他应收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收款”项目。 

    ③原“固定资产清理”和“固定资产”项目合并计入“固定资产”项目。 

    ④原“工程物资”和“在建工程”项目合并计入“在建工程”项目。 

    ⑤原“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⑥原“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和“其他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付款”项目。 

    ⑦原“专项应付款”和“长期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长期应付款”项目。 

    ⑧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原计入“管理费用”项目的研发费用单独列示为“研发费用”项目。 

    ⑨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列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除上述项目变动影响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当期及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以及净利润

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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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新增江苏神州九鼎高铁车辆设备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姚绍信先生于2018年12月6日共同成立江苏神州九鼎高铁车辆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神州九鼎），神州九鼎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其中本公司认缴出资2,550万元，占神州九鼎注册资本的51%；姚绍信先生认

缴出资2,450万元，占神州九鼎注册资本49%。神州九鼎主营轨道交通车辆设备、车辆配件加工、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

截至报告期末，该公司处于初始筹建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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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文银 

                                                                            2019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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