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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85                           证券简称：双星新材                           公告编号：2020-046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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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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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星新材 股票代码 002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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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迪 花蕾 

办公地址 宿迁市彩塑工业园区井头街 1 号 宿迁市彩塑工业园区井头街 1 号 

电话 0527-84252088 0527-84252088 

电子信箱 wudi@shuangxingcaisu.com 002585@shuangxingcaisu.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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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145,449,260.41 2,073,962,004.25 3.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2,007,832.55 79,852,467.68 190.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10,801,356.39 77,079,703.56 173.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81,119,615.43 307,286,603.75 89.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1 0.069 191.3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1 0.069 191.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9% 1.03%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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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9,290,452,431.89 8,995,418,091.48 3.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840,762,738.82 7,643,443,248.82 2.5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4,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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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培服 境内自然人 26.07% 301,388,029 226,041,022 质押 57,600,000 

吴迪 境内自然人 5.82% 67,255,646 50,441,734   

宿迁市迪智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其他 5.26% 60,840,000    

宿迁市启恒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 5.26% 60,840,000    

皓熙股权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

司－南京高科皓熙定增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2.98% 34,503,623    

山东省农村经济开发投资公司 国有法人 2.00% 23,112,12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71% 8,222,240    

鹏华基金－招商银行－中山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0.58% 6,712,564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南国

际信托有限公司杭州城投定增 2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48% 5,593,802    

严延芳 境内自然人 0.38% 4,394,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吴培服为宿迁市迪智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和宿迁市启恒投资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吴迪为吴培服之子，视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宿迁市迪智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投

资者信用账户持股 45,630,000 股。宿迁市启恒投资有限公司的投资者信

用账户持股 39,010,000 股。皓熙股权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南京

高科皓熙定增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者信用账户持股 34,503,623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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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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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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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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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双星新材围绕年度经营战略目标，早谋划，早安排、早部署，抓紧抓早

积极落实“六大战略”，全力推进“三大变革”，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生

产经营，在疫情初期公司1300名员工，1299名全部在岗，保证了生产持续稳定，充分发挥自

身经营和产能优势，坚持资源整合和结构调整，着力技术研发和细分市场领域拓展，围绕国

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深入拓展五大板块“光学材料、新能源材料、可变信息材料、节能窗膜、

热收缩材料”新材料领域产品服务，实现产能持续释放，新项目加快建设进一步培育新增长点，

竞争优势明显，整体实现生产经营持续稳定、高效运转，发展持续向好。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4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45%，净利润2.32亿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190.55%，重点工作主要如下： 

一、持续推进管理创新，着力效率提升；围绕战略目标，坚定抓落实，不断推进管理创

新，通过全面强化项目管理，深化生产过程抓实工艺创新、节能降耗、提速增效，推进项目

增加值管理，周协调，月总结，绩效挂钩，从生产各个环节保证质量、控制成本，提升产出

产量，推进效率提升，1-6月份，主要薄膜产品产销量同比增长20%以上，有效控制了因原油

价格下跌带来原料产品销售价格的调整影响。 

二、持续推进技术创新，着力产品开发调优结构，增加新材料“五大板块”产品竞争力；

围绕年度创新目标，加大研发和产品结构调整，创新深入开展，以新产品量产实现市场拓展，

推动关键领域技术创新，加速成果转化。 

报告期内，落实偏光片离型保护基膜、OCA离型基膜、光学级防护罩用基膜、防蓝光材

料、卡本固色材料、低雾度原色单贴材料、共聚陶瓷隔热膜、高雾度POP+复合膜片、DPP、

COP复合膜片、大尺寸MOP、透明背板PET基膜等20项新产品开发量产，新增专利申请27件，

其中：申请发明专利17件，实用新型专利10件；授权专利17件，其中：授权发明专利2件，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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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实用新型专利15件；自主立项创新成果课题12项，核心竞争能力不断增强。 

三、持续推进“三足鼎立”营销战略实施，市场不断拓展；牢固树立大营销理念，以市场

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构建完善的营销网络，以市场塑格局，以产品优布局，做实做专市

场，蹄疾步稳推进市场开发。 

报告期内，通过积极深入实施“三足鼎立”营销战略，国际国内市场持续拓展，围绕重点

领域、区域市场和重点大户，精准制定营销策略，把握销售节奏，持续发挥特色区域市场拉

动作用，海外重点市场快速增长，外贸持续翻番，通过不断的研发创新、产品开发，坚定把

每个板块作为重要增量培植，全部结构得以加快调整，客户结构成效显现，一大批上市公司

500强企业直接合作于公司，让公司作为行业前列领跑企业的影响力和认知度快速提升，市场

占比不断提高，客户资源质量更优。 

四、持续推进项目建设，厚植发展基础；着力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创新发展路径，不断

夯实持续增长的基础。 

报告期内，新项目加快建设，年产二亿平米光学膜项目持续推进，疫情期间保持项目建

设正常施工，各项工作稳步有序，计划年内设备安装调试并陆续投产，为我们在新材料产业

发展增添实力，对持续高质量发展夯实了基础。 

五、持续推进人才集聚，要素支撑更趋优化；坚持以人为本，抓好人才队伍建设，深入

实施人才强企工程，通过内部落实培训提升，外部引才引智，有选择性重点培养，优选招聘

行业高技能人才和工程技术人才，坚持内聚外引，不断拓宽招引人才的途径，为企业发展提

供更多智力支持。报告期内，完成企业急需人才招聘200人，重点岗位人才得以强化，下一步

公司将继续加快人才集聚步伐，围绕“十四五”大力推进人才集聚工程，为未来持续高质量发

展，充分发挥好人的智力支撑作用。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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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7 月 5 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

入准则"），根据财政部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

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执

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由于上述会计准则修订，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

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不追溯调整2019年可比数，不影响公司2019年度相关财务指标。

新收入准则的实施预计不会导致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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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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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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培服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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