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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59                           证券简称：国风塑业                           公告编号：2021-020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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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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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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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风塑业 股票代码 000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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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应林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铭传路

1000 号 
 

传真 0551-68560801  

电话 0551-68560860  

电子信箱 ir@guofeng.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产品及用途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生产经营包装膜材料、预涂膜材料、电容器用薄膜、聚酰亚胺薄膜、高分子功能膜材料和电子信息

用膜材料，以及木塑新材料、工程塑料等。公司是集研发、采购、生产、销售完整体系的制造型企业，主营业务较集中，包

装膜材料、预涂膜材料和电子信息用膜材料占公司业务的85%。 

其中，双向拉伸聚丙烯薄膜（BOPP）具有质轻、无毒、无臭、防潮、机械强度高，尺寸稳定性好、印刷性能良好、透明

性好等优点，广泛用于食品、药品、日用品的包装。公司BOPP薄膜产品主要分为BOPP亮光系列、BOPP消光系列、BOPP热封系

列。 

双向拉伸聚酯薄膜（BOPET）具有无毒、无味、透明度高、耐高温，耐穿刺，耐摩擦，易印刷，耐化学腐蚀，阻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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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湿性良好等特点以及良好的机械性能和电气绝缘性能。广泛应用于印刷、复合、涂布、镀铝、热转移碳带、烫金转移、镭

射、电气绝缘、医药包装、建筑等领域。公司BOPET薄膜产品主要分为BOPET印刷及复合膜、BOPET热封膜、BOPET烫金转移基

膜、BOPET电气绝缘薄膜、BOPET热转移色带用基膜。 

聚酰亚胺薄膜（PI薄膜）是世界上性能最好的薄膜类绝缘材料之一，在多个领域具有难以替代的作用，包括电工绝缘材

料、挠性覆铜板（FCCL）以及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如柔性OLED显示、窗膜、新能源等新型应用。报告期内，公司PI薄膜主要

产品为FCCL用聚酰亚胺黄色基膜、遮蔽用聚酰亚胺黑膜，另有聚酰亚胺碳基膜产品处于送样验证阶段。 

（二）主要经营模式及上下游产业链情况 

1、生产模式 

公司所有产品均为自主生产，生产模式为订单式生产，即根据产品订单情况制订生产计划并组织生产。 

2、原材料采购模式与上游产业链 

公司的原材料聚酯切片和聚丙烯等都属于石油化工行业下游产品，公司均采用大型化工厂家产品，并选用国内外知名企

业的功能母料。公司设立有独立的采购部门，原材料主要根据产品生产计划、市场价格和库存情况等多渠道自主采购。公司

建立了完善的采购制度及内部控制流程，并根据相关内控制度对各采购环节进行有效管控，具有稳定的原材料供应链。 

3、销售模式与下游产业链 

 目前，公司产品的销售模式主要以直销为主。产品下游客户主要为各类印刷品生产商、包装膜制造商以及电子信息用

膜材料制造商，公司与客户群体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建立了完善的市场营销体系，产品在客户中拥有良好的信誉。 

（三）主要产品生产工艺 

公司主要产品BOPP薄膜和BOPET薄膜采用共挤平膜双向异步拉伸生产工艺，产品采用流水线平膜法，经多级纵向拉伸、

横向拉伸生产工艺及热定型过程进行生产，整个生产过程高度重视并强化各级工序段的温度、压力、速度等工艺参数的控制。 

（四）行业发展情况 

公司所处行业为化工行业的橡胶与塑料制品业。“十二五”期间，我国薄膜行业发展迅速，其中 BOPP 和BOPET 产品产

量已经占全球总产量的四成以上，包装膜材料行业整体年增速范围为 4%-6%，但生产设备较为成熟，国内产能扩张造成行业

总体供求关系失衡，薄膜行业总体开工率维持在 70%左右，传统薄膜材料市场竞争异常激烈。未来薄膜材料发展趋势是向高

端化、特殊化、功能化发展，另外随着我国新能源和环保行业的发展，绿色环保产业也将有力地带动塑料薄膜行业往绿色环

保、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公司近年来加速推进战略转型升级，着力深化产品结构调整与技术改造升级，实施环保型功能膜材料与电子信息用膜材

料双轮驱动战略，紧跟市场节奏，把握行业发展趋势，利用差异化产品与高附加值产品推进公司 BOPET、BOPP 产业发展，

适时增加部分设备投资，满足产品结构调整和产品升级的要求，巩固、提升核心业务品牌与市场。同时，公司将加快战略新

兴材料领域产业发展，投建的2条高性能微电子聚酰亚胺薄膜生产线实现批量销售，并坚定不移做大做强聚酰亚胺产业，持

续加大研发投入，开展行业细分领域产品研发工作，为公司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做好相关技术储备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模式及行业地位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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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1,481,440,506.09 1,360,569,741.82 8.88% 1,234,226,256.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4,768,980.35 83,926,931.47 36.75% 102,104,943.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5,583,336.15 21,013,293.59 259.69% -32,132,203.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7,234,848.14 56,030,788.04 109.23% 58,415,629.4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1 45.45% 0.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1 45.45% 0.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78% 5.24% 1.54% 6.73%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总资产 3,055,646,259.17 2,170,472,228.95 40.78% 2,109,531,333.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45,332,493.98 1,641,655,259.58 6.32% 1,564,530,61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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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57,128,745.47 318,237,406.72 428,813,640.76 477,260,713.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523,135.78 19,574,457.79 27,580,889.07 58,090,497.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111,814.49 15,658,435.46 24,721,670.49 27,180,665.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250,630.63 4,536,254.37 13,973,851.98 38,474,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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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5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51,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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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市产业投

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7.74% 205,089,422    

王子权 境内自然人 1.09% 8,076,300    

蔡庆明 境内自然人 0.71% 5,254,300    

谢燕瑜 境内自然人 0.61% 4,523,552    

刘玲玲 境内自然人 0.43% 3,189,400    

李选利 境内自然人 0.42% 3,101,900    

骆大同 境内自然人 0.35% 2,579,500    

张明敏 境内自然人 0.29% 2,130,000    

宋国强 境内自然人 0.27% 2,007,370    

莫金玉 境内自然人 0.26% 1,9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本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1、公司股东蔡庆明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1,300 股，还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 

户持有公司股份 5,243,000 股; 

2、公司股东谢燕瑜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930,000 股，还通过投资者信用 

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593,552 股; 

3、公司股东骆大同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0 股，还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股份 2,579,500 股; 

4、公司股东宋国强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466,500 股，还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

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540,870 股。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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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突然爆发的疫情席卷全球，经济全球化出现逆潮，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被不断强化，产业链和供应链循环

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阻碍，国内外经济环境愈加复杂，公司经营压力加大。面对严峻形势，公司沉着应对直面风险挑战，

克服疫情影响，积极推进复工复产，一手抓疫情防控保稳定，一手抓投资经营促发展。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大力推进公司全面转型升级，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保持生产经营稳定和较高的产能利用率，经营质量大幅提升。 

一是力战抗冠疫情，发展形势逐步企稳向好。公司克服年初疫情因素的影响，在复工复产后争分夺秒抓生产经营，多措

并举保障公司运营效益，统筹做好疫情防控与生产经营改革发展工作。公司薄膜业务紧抓市场行情，优化产品结构，提升生

产效能，经营效益大幅提升；新型木塑建材业务加强国内外市场开拓力度，并抓住“后疫情时代”国际市场开拓机遇，扩大

产品销售规模；注塑业务加大拓展新能源汽车业务，通过智能化、数字化、自动化技术改造，整体经营质量稳中有升。 

二是力破发展瓶颈，技术研发创新亮点纷呈。全面推进“千万投资、百人团队、分层架构、制度保障”总体策略，完善

公司研发体系建设，继续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技术创新。科技创新喜获硕果，新增授权专利46项，荣获安徽省科技进步二等

奖1项，国风塑业及国风木塑公司双双荣登2019年度“安徽创新企业100强”榜单。报告期内PI试验线建成投用，FCCL用聚酰

亚胺黄色基膜、遮蔽用聚酰亚胺黑膜相继通过客户验证实现批量销售，聚酰亚胺碳基膜送样进展顺利，相关领域研发加速推

进。 

三是力推转型升级，集聚资源助力项目建设高效推进。报告期内，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7亿余元，助力

公司聚酰亚胺产业加速发展，2条新生产线已签订设备采购及安装合同，推进聚酰亚胺项目建设；自筹资金启动投资建设年

产3.2万吨聚酯薄膜项目，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业层级；国风木塑年产4万吨绿色新型建材项目生产基地进入加紧施工阶段，

加速推进公司木塑新材料产业做大做强。 

四是力抓内控管理，强化党建引领融合企业发展。党建与公司治理深度融合，协同企业发展和中心工作。党委把关定向，

党风廉政建设夯实发展基础，群团共建、固根守魂、凝心聚力，有效激发干事创业激情；深化以“效益为中心”管理机制，

深入开展清单法管理，降本增效提升经营质量，精益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开展“制度执行年”活动，全面梳理完善现有制

度体系，为强化制度执行提供基础，扎实做好资金安全、产品库存、安全环保等风险防控工作；在疫情防控方面，公司坚持

常态化疫情防控不松懈，果断有力开展防疫应急处置，选派党员干部职工下沉社区支援抗疫，发动员工积极参与贫困地区滞

销农副产品采购活动，捐赠物资助力巢湖抗洪，坚定践行社会责任。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稳定，实现营业收入148,144.05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8.8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476.9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6.7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7,558.3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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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25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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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料薄膜 1,128,398,786.76 928,416,997.36 17.72% -3.61% -10.35% 6.00% 

工程塑料 114,324,582.08 97,426,970.69 14.78% 22.37% 27.21% -3.00% 

新型木塑建材 86,664,196.62 68,006,585.09 21.53% -7.12% -9.36% 2.00% 

其他 152,052,940.63 149,818,160.40 1.47% 4,637.74% 50,163.61% -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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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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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财政部规定的时间，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本报告期内，将资产负债表中“预收款项”2019

年12月31日科目余额分别重分类至“合同负债”、“其他流动负债”作为2020年1月1日期初科目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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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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