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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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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恩股份 股票代码 002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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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雨  

办公地址 
青岛市城阳区棘洪滩街道青大工业园 2 号

路 
 

电话 0532-89082999  

电子信箱 SI@qdg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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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6,586,140.24 2,029,175,986.68 74.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33,833,436.20 167,748,094.08 218.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34,717,972.80 164,518,342.09 225.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48,190,550.72 -346,093,816.38 200.6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97 0.62 21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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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97 0.62 217.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17% 7.99%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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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3,200,748.57 4,861,559,154.34 9.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890,366,978.66 2,383,658,542.46 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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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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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爱国 境内自然人 46.45% 126,000,000 94,500,000 质押 67,500,000 

青岛世纪星豪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64% 18,000,000 0   

徐波 境内自然人 3.32% 9,000,000 0   

国寿安保基金

－广发银行－

国寿安保－民

生信托定增 9

号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3.21% 8,697,798 0   

全国社保基金

五零四组合 
其他 1.88% 5,088,337 0   

泰达宏利基金

－浦发银行－

泰达宏利价值

成长定向增发

750号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1.22% 3,315,308 0   

青岛城阳开发

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65% 1,762,500 0   

青岛城投金融

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58% 1,562,500 0   

于滨 境内自然人 0.38% 1,034,012 0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

信量化先锋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36% 963,14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公司的股东王爱国直接持有公司 46.45%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公司的

股东徐波直接持有公司 3.32%的股份；王爱国、徐波系夫妻关系，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公司的股东世纪星豪持有公司 6.64%的股份，徐波持有世纪星豪 83.30%的股权，为世纪星

豪的控股股东、董事长兼总经理。除此以外，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以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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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青岛世纪星豪投资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7,500,000 股，通过西南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500,000 股，合计持有 1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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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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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上半年，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实体经济受疫情冲击的大环境下，公司基于对行业的深刻理解和研发积累，坚持

以新材料纵向一体化生产专业平台为核心，以轻量化材料和功能性材料业务为两翼，全面推动新材料在各领域应用业务的协

同发展，克服重重压力，继续保持业绩快速增长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53,658.6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4.29%；实现营业利润63,374.8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223.27%；实现利润总额62,937.7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21.5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3,383.34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218.24%。 

报告期内，公司各业务板块开展的主要工作： 

1、轻量化材料板块 

报告期内，公司在轻量化材料的应用和推广方面保持持续增长趋势。公司围绕家电、智能家居、汽车行业深化及多点布

局，推进原有大客户业务增长，有效开拓大健康市场，加强销售团队建设，向战略客户的新品供货延伸。 

高分子改性业务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家电、汽车、消费电子业务发展齐头并进。家电及消费电子方面，在原有大客户

继续深化合作的基础上，持续推进与长虹、格力、京东方、联想等客户的业务量增长，供货量大幅提升；在消费升级浪潮的

推动下，智能家居、物联网市场发展迅速，公司牢牢把握市场机遇，持续加强与小米供应链（智米、云米、华米等）、石头

科技等客户深入合作，供货量同比大幅上升；顺利开拓电动工具市场，实现对常州格力博等电动工具客户的批量供货；汽车

业务方面，通过对接比亚迪汽车研究院，实现新款车型（包括新能源汽车）设计阶段材料，如PC+亚克力、PP填充保险杠内

饰材料的切入，与此同时，实现量产车型的材料切换；着力开拓照明市场细分领域，与得邦照明等客户展开材料认证合作，

业务有序推进；在通讯领域，加大华为5G专用料、LDS材料，NMT材料研发力度，实现不断创新。 

大健康业务方面，公司借助行业领先的新材料纵向一体化专业平台优势，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做出快速反应，迅速扩

产、转产医用和民用防护物资，公司口罩用熔喷聚丙烯专用料产能400吨/天以上，该业务在本报告期内实现了较大的业绩贡

献。经过疫情考验，公司品牌力与知名度进一步提升，积极配合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保障应急物资供应，深度切入防护

用品与大健康产业链。“后疫情”时代，公司持续稳步一体化扩能，拟以自有资金2亿元人民币投建20条熔喷布生产线，其中

一期9条生产线已经量产出货。同时，公司新上以自有技术工艺研发配置的水驻极生产线，可生产目前国内最高端的抗油性、

抗盐性的具有高效、低阻、长效驻极特点的KF94/FFP2/FFP3等级、保质期在3年以上（测试流量：95L/min）的高品质熔喷

布，该产品系列具备高端差异化竞争优势，有效提升了公司品牌价值，并持续扩展产品矩阵。同时，未来公司拟开拓婴幼儿

湿巾、一次性消毒湿巾，厨房用擦拭巾等细分领域，全力打造从熔喷聚丙烯、熔喷可降解塑料、熔喷非织造布、口罩、湿巾

等产品纵向一体化的产业链。 

纤维复合材料业务方面，借助“新基建”的行业机遇和时代红利，公司在新能源汽车充电桩领域持续发力，产销两旺。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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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公司充电桩系列产品供货量大幅提升；顺利开发一汽富晟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SMC配件，成为一汽的二级配

套供应商，目前已实现批量生产和供货；新技术研发方面，公司为客户提供非金属聚氨酯拉挤型地板取代传统的金属地板的

解决方案，目前已实现批量稳定供货；受电弓项目已经进入最终的测试验证阶段，下半年有望在新能源公交车上推广应用；

全面推出智慧灯杆（灯杆、道路指示杆、信号灯杆、5G杆等综合体）项目，通过不断的改型设计、工艺分析和受力校核，

结合客户的使用结构，论证通过采用聚氨酯拉挤成型工艺，现已经完成微杆初步结构设计和CAE模拟工况分析，未来将全面

应用于5G智慧灯杆市场。轨道交通方面，完成对轨道交通内饰件SMC材料设计开发，产品符合UL94 5VA 16/1标准。 

2、功能性材料板块 

报告期内，公司丰富和拓展了功能性材料的品类，以市场端为导向，迎合客户的需求，解决消费者的痛点。  

人造草坪业务方面，受疫情影响，第一季度市场整体需求有所下滑，二季度以来，市场总体需求出现较大回升。在上半

年草坪行业整体萎靡的形势下，公司整体销量逆势上扬。2020年上半年在原有海外客户的基础上新开发海外客户10余家，并

批量交付订单产品；新技术研发方面，公司PU胶新型环保产品稳步推向市场，得到澳洲及欧洲高端客户的一致好评；新款

仿真无方向草坪因铺装效果好、更贴近天然草的特点，被欧洲铺装渠道客户引进，反馈良好；新型阻燃草坪以安全无公害的

特点，广泛应用于室内场景，满足客户多样化需求；同时，公司抗菌草坪顺利通过检测，产品品类进一步丰富。 

光学材料业务方面， 2020年上半年海外业务供货量大幅提升，批量交付LG、VESTEL订单，并持续开发SONY等海外

客户；国内客户方面，持续扩大在华为各机型的供应占比，大力推进光学涂布扩散板的市场应用。为了满足液晶显示高端产

品的需求，公司开发了耐候耐高温扩散板产品系列、高抗UV老化扩散板产品系列，对光学性能、系统架构、成本、结构设

计进行优化补偿处理，减少了实验成本，提高50%的开发效率；在产品应用方面，公司进行了热压导光板的立项开发，实现

了导光板印刷、镭射、热压三种工艺的全面覆盖，充分迎合客户多样化的技术需求，夯实公司在光学导光板技术领域的绝对

领先性。 

生物医药及保健品业务方面， 2020年上半年公司共与50多个客户进行了对接工作，并为30多家客户定制生产了40余批

次产品；开发新客户7家，新产品植物胶囊销售稳中有升；完成羟丙甲纤维空心胶囊生产工艺的改进工作，结合市场需求，

针对羟丙甲纤维素空心胶囊崩解溶出问题，完成了羟丙甲纤维素空心胶囊新配方的研制，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求，降低了生

产成本。同时，上半年完成明胶空心胶囊高速生产线更新工作，新生产线的产能为旧生产线的1.8倍；完成配胶自动化改进

工作，增配2套配胶粘度自动调整设备，提高了配胶自动化水平，配胶岗位减员25%，提高了配胶粘度的稳定性，为产品质

量稳定性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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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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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按新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不追溯调整2019

年可比数，本次新准则的执行不影响公司2019 年度相关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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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公司新设全资子公司：青岛国恩文体产业有限公司、青岛国恩熔喷产业有限公司，本期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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