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证券代码：002812             证券简称：恩捷股份            公告编号：2019-047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2019 年 4 月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1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 PAUL XIAOMING LEE、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庞启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

计主管人员)刘连华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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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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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656,263,395.06 241,492,290.86 430,814,748.13 52.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2,300,533.56 24,200,428.05 80,147,000.18 164.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179,524,005.55 21,528,730.95 19,937,691.44 800.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5,828,322.33 -159,787,693.50 -201,617,390.33 62.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480 0.1774 0.2039 119.7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480 0.1774 0.2039 119.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39% 1.52% 2.99% 2.4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8,596,769,006.47 7,702,468,537.78 7,702,468,537.78 11.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043,455,485.24 3,831,154,951.68 3,831,154,951.68 5.5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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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3,330,081.14 

主要为地方政府对公司锂电池隔离

膜业务发展所给予的政策扶持。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54,419.43  

减：所得税影响额 6,522,675.0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185,297.47  

合计 32,776,528.0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

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

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

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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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8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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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ul Xiaoming Lee 境外自然人 17.01% 80,584,658 80,584,658 质押 3,137,739 

玉溪合益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60% 73,916,700 73,858,000 质押 41,000,000 

Sherry Lee 境外自然人 9.12% 43,217,917 43,217,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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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华 境内自然人 8.70% 41,217,582 41,078,682   

昆明华辰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71% 22,307,149 22,307,149   

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2% 11,490,693 11,490,693   

上海国和现代服务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3% 11,061,855 0   

Jerry Yang Li 境外自然人 2.20% 10,416,022 10,416,022   

玉溪合力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1% 9,996,000 9,996,000   

张勇 境内自然人 2.03% 9,607,122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上海国和现代服务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061,855 人民币普通股 11,061,855 

张勇 9,607,122 人民币普通股 9,607,122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外贸信托—银杏股票投资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6,274,512 人民币普通股 6,274,512 

田友珊 3,087,485 人民币普通股 3,087,485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2,705,646 人民币普通股 2,705,646 

丁志宏 2,573,100 人民币普通股 2,573,100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外贸信托.锐进 25期盈信瑞峰多空

策略 1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038,019 人民币普通股 2,038,01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海开源再融资主题精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1,903,216 人民币普通股 1,903,216 

李文龙 1,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00,000 

吴耀荣 1,833,906 人民币普通股 1,833,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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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晓明家族合计持有玉溪合益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份，公司副董

事长李晓华持有玉溪合力投资有限公司 19.9676%的股份。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晓明

家族包括 PaulXiaoming Lee、李晓华、Yan Ma、Yanyang Hui、Sherry Lee、Jerry Yang 

Li。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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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李文龙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900,000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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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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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比上

年度末增减 
本报告期末较上年度末变动幅度较大的原因 

货币资金 453,978,797.94 314,208,776.19 44.48%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收回销售款所致。 

预付款项 129,559,133.31 57,510,172.25 125.28%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预付原材料及设备款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1,465,612,755.40 1,043,819,684.10 40.41%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锂电池隔膜业务继续扩张，在建项目持续投入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510,630,529.15 356,963,917.15 43.05%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锂电池隔膜业务继续扩张，预付设备款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1,293,961,955.60 930,156,501.75 39.11%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锂电池隔离膜业务持续扩张，资金需求增长，使用银行资金增加所

致。 

应付票据及应收账款 918,876,832.84 507,007,738.52 81.24%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隔膜业务扩张，采购增长，相应的增加应付款及应付票据所致。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本报告期较上

年同期增减 
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变动幅度较大的原因 

营业收入 656,263,395.06 430,814,748.13 52.33%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锂电池隔离膜产能释放，产销两旺，带动公司营业收入大幅增长所致。 

营业成本 355,211,789.53 232,267,827.58 52.93%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锂电池隔离膜产能释放，产销两旺，带动营业成本同比大幅增长所致。 

研发费用 22,489,323.35 15,715,967.19 43.10%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锂电池隔膜业务研发需求增长，相应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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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费用 9,404,544.56 3,341,637.59 181.44%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使用银行资金增长，相应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43,330,081.14 4,977,757.47 770.47%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收到及确认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2,300,533.56 80,147,000.18 164.89% 主要系公司锂电池隔离膜产能释放，销售量大幅增长，带动净利润大幅增长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9,524,005.54 19,937,691.44 800.43% 

主要系①公司锂电池隔离膜产能释放，带动净利润大幅增长；②公司收购上海恩捷 90.08%

股权的交割过户于 2018 年 7 月完成，公司 2018 年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须剔除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少数股东损益 21,517,603.30 47,936,940.16 -55.11% 
主要系公司收购上海恩捷 90.08%股权的交割过户于 2018 年 7 月完成，本报告期少数股东

占有的子公司权益比例下降所致。 

基本每股收益 0.45 0.20 119.73%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锂电池隔离膜产能释放，带动净利润大幅增长所致。 

稀释每股收益 0.45 0.20 119.73%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锂电池隔离膜产能释放，带动净利润大幅增长所致。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本报告期较上

年同期增减 
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变动幅度较大的原因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40,834,309.86 326,412,352.42 35.05%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回款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5,828,322.33 -201,617,390.33 62.39%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回款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49,838,131.94 72,794,617.05 380.58%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锂电池隔膜业务继续扩张，项目投资增长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5,935,089.89 43,518,518.76 -711.08%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锂电池隔膜业务继续扩张，项目投资增长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87,404,223.61 113,122,269.08 507.66%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锂电池隔膜业务继续扩张，相应资金需求增加，筹资额增长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39,116,347.66 67,511,439.05 254.19%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锂电池隔膜业务继续扩张，相应资金需求增加，偿还债务融资金额相

应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8,287,875.95 45,610,830.03 882.85%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锂电池隔膜业务继续扩张，相应资金需求增加，筹资额增长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06,524,463.73 -112,488,041.54 194.70%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资金储备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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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

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9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9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2019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135.08% 至 185.08% 

2019 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37,925.24 至 45,991.77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6,133.0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业绩变动原因系公司锂电池隔离膜业务量大幅增长。（其他说明：公司收购上海恩

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恩捷”）90.08%股权的交割过户于 2018

年 7 月 31 日完成，因此上海恩捷 2018 年 1-7 月的净利润按 53.86%计算后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自 2018 年 8 月开始，上海恩捷的净利润按 90.08%计算后归属于

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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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 年 02 月 1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20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发布的《恩捷股份：2019

年 02 月 19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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