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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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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乐凯胶片 600135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永光 张军 

电话 0312-7922692 0312-7922692 

办公地址 河北省保定市乐凯南大街6号 河北省保定市乐凯南大街6号 

电子信箱 stock@luckyfilm.com stock@luckyfilm.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3,271,952,502.53 3,180,814,840.30 2.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598,001,425.52 2,567,110,714.14 1.20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 1,158,187,792.68 868,674,374.34 3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506,334.67 27,897,698.78 52.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37,762,634.35 18,765,990.53 101.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8,709,121.45 -103,362,229.23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434 1.1189 增加0.523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90 0.0504 56.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90 0.0504 56.75 

 

2.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0,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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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中国乐凯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5.68 252,776,443 125,542,282 无   

眉山市彭山鑫城产业投资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9 54,773,082   质押 27,386,500 

沈妙卿 未知 0.29 1,628,200   未知   

罗根龙 未知 0.27 1,507,700   未知   

高勇 未知 0.27 1,500,000   未知   

顾永涛 未知 0.24 1,312,886   未知   

王鹏 未知 0.23 1,300,000   未知   

赵玉璞 未知 0.23 1,283,023   未知   

李军 未知 0.21 1,184,800   未知   

刘子勤 未知 0.2 1,134,10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乐凯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除此之外

公司未知以上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1 年上半年，公司深入贯彻既定的年度经营方针，着眼效益，改革创新，扎实做好各项经

营工作。 

光伏市场方面，坚持定位高端市场，加快透明背板市场开发工作。保障重点国际市场，积极

扩大背板出口市场，实现背板销量的突破；医疗市场方面，继续深耕细作，稳步提升市场占有率。



同时，积极探索带量采购形势下的市场开发策略。医用干式胶片销量保持稳定增长。影像市场方

面，持续发挥系统优势，积极参与产业链上下游，力争实现彩纸收入和销量年度目标；锂电市场

方面，持续维护现有客户，大力推动新品市场开发。继续落实细分市场开发计划，逐步扩大应用

范围。 

公司不断推动技术进步，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增强产品核心竞争力，支撑公司继续做强四大

主业。光伏材料业务，持续提升新品性能，充分满足市场需求；医疗材料业务，持续推进医用干

式片降本，提高产品核心竞争力；影像材料业务，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持续提升相纸综合性能。

相册书产品、乐凯绒产品、绸面相纸等个性化产品稳步推进；锂离子电池材料领域，通过多个设

备和工艺改进项目，工艺配方持续优化，产品质量不断提升。 

公司继续深入推进精益生产管理，有效保障市场需求，继续以市场为牵引，积极协调内外资

源，提高产品质量，降低采购和生产成本，快速满足市场需求，提升经营效益；深挖产线潜能，

全力保障市场需求；深入推进产品质量提升工程；精益生产活动持续推进，效果有效提升。 

持续优化管理机制，提升管控效率。继续优化产供销系统的组织机构和职能；完善业绩考核

激励方案、发挥考核的导向作用；落实以“三支队伍”为核心的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完善管理体系，

促进内部管理与控制体系的高效运行；严抓安全生产，完善安全体系；严控“两金”占用，有效管

理资金；加强审计和内部控制评价工作，明确责任，落实整改，有效防范风险、堵塞管理漏洞。 

按照党史学习教育总体部署安排，结合实际创新开展多项活动，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工作，

积极落实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总体要求。持续推动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

理，完善“三重一大”决策事项目录，进一步规范党建进章程，充分发挥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促

落实的领导作用。不断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制定规范支部设置总体方案，根据工作需要调整部分

支部书记并组织发展党员 44 名，组织完成“两优一先”评选表彰，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积极落

实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要求，组织完成集团公司党组第三巡视组巡视整改工作，在乐凯胶

片内部完成五家单位的内部巡察工作，积极组织落实整改。 

 

3.2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3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158,187,792.68 868,674,374.34 33.33 

营业成本 978,057,226.76 721,404,060.40 35.58 

销售费用 33,767,687.73 52,295,298.32 -35.43 

管理费用 54,799,273.18 49,433,078.05 10.86 

财务费用 -2,715,809.77 -2,237,241.28 不适用 

研发费用 47,916,234.60 32,044,604.88 49.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8,709,121.45 -103,362,229.23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9,563,263.81 -203,845,162.02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8,279,119.89 99,735,738.45 -21.51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产品销量增加，收入高于去年同期。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产品销量增加，成本增加。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根据新收入准则规定，本公司将售后服务成本、产品的控制权转移给客

户之前发生的运输费调整营业成本核算，导致销售费用下降。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利息费用减少，财务费用下降。 

研发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新研发项目增加，研发费用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票据回款增多，经营性现金流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理财投资减少，投资活动净现金流量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上年增发股票，吸收投资，报告期筹资活动现金流

量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3.4 资产及负债状况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上年期末数 

上年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本期期末金额

较上年期末变

动比例（%）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443,154,460.63 13.54 627,984,621.84 19.74 -29.43 材料采购支出增加 

应收款项 463,306,142.45 14.16 382,554,418.79 12.03 21.11 收入增加 

存货 410,800,947.97 12.56 392,592,881.69 12.34 4.64  

投资性房地产 13,468,992.46 0.41 22,349,322.79 0.70 -39.73 原租赁改为自用 

固定资产 390,140,223.82 11.92 393,003,662.32 12.36 -0.73  

在建工程 124,017,446.88 3.79 128,746,925.18 4.05 -3.67  

使用权资产 13,790,798.68 0.42    
执行新租赁准则，按照

准则规定确认租入资产 

短期借款 190,606,787.29 5.83 104,106,729.86 3.27 83.09 借款增加 

合同负债 20,031,192.27 0.61 40,159,677.90 1.26 -50.12 
履行了履约义务，合同

负债减少 

租赁负债 13,884,770.31 0.42    

执行新租赁准则，按照

准则规定确认了租赁负

债 

 

3.5 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 

乐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信息化学品、精细化工产品以及医疗

器械等的研制、生产和销售，注册资本 12,988 万元，总资产 50,909.07 万元、净资产 42,763.63 万

元，报告期内营业收入 30,581.63 万元、利润总额 5,747.95 万元、净利润 4,959.97 万元。分析：利

润总额同比增加 94.91%，主要是销量增加，增加了企业的效益。 

汕头乐凯胶片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彩色相纸的研制、生产和销售，注册

资本 8,000 万元，总资产 17,703.91 万元、净资产 13,401.63 万元，报告期内营业收入 10,327.38 万

元、利润总额-534.92 万元、净利润-534.92 万元。分析：利润总额同比减少 68.35%，主要是其他

收益减少 620.54 万元。 

保定乐凯影像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持有其 45.28%的股份，主要从事信息影像材料冲洗套

药的研制、生产和销售，注册资本 628 万元，总资产 5,082.53 万元、净资产 4,516.79 万元，报告

期内营业收入 3,096.74 万元、利润总额 174.22 万元、净利润 148.09 万元。分析：利润总额同比降

低 61.38%，原材价格上涨，产品毛利率下降。 

保定乐凯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公司持有其 55%的股份，主要从事自营、代理货物进出口业



务，注册资本 100 万元，总资产 1,192.21 万元、净资产 230.03 万元，报告期内营业收入 2,838.17

万元、利润总额 97.84 万元、净利润 92.95 万元。利润总额同比上升了 330.49%，主要是收入增加，

利润增加。 

北京乐凯胶片销售有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份，主要销售感光材料、照相材料、磁

记录材料等，注册资本 950 万元，总资产 8,125.02 万元、净资产 1,536.04 万元，报告期内营业收

入 21,902.4 万元、利润总额 385.26 万元、净利润 290.13 万元。利润总额同比上升了 422.57%，主

要是收入增加，利润增加。 

 

3.6 报告期内履行的及尚未履行完毕的重大担保情况 

单位： 元币种： 人民币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报告期内担保发生额合计（不包括对子公

司的担保） 
0.00 

报告期末担保余额合计（A）（不包括对子

公司的担保） 
0.00 

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对子公司担保发生额合计 2,000.00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担保余额合计（B） 2,000.00 

公司担保总额情况（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总额（A+B） 2,000.00 

担保总额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0.77 

其中： 

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

的金额（C） 
0.00 

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被担

保对象提供的债务担保金额（D） 
0.00 

担保总额超过净资产50%部分的金额（E） 0.00 

上述三项担保金额合计（C+D+E） 0.00 

未到期担保可能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说明 

公司对子公司汕头乐凯胶片有限公司在航天科技财务

有限公司授信额度内与其签订具体业务合同形成的债

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担保情况说明 

公司为子公司汕头乐凯胶片有限公司向航天科技财务

有限公司在授信额度内的借款2,000万元提供担保，本报

告期末担保贷款余额2,000万元。 

 

3.7 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 

1.太阳能电池背板四期扩产项目—14、15 号生产线： 

由于装备升级和技术进步，项目原设计指标不再具有先进性，项目收益无法达到可研预期。

同时由于新技术发展进程加快，与现有工艺技术存在较大差异，项目实施后可能面临较大的技术

变化风险。目前，该项目正处于重新论证过程中，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本着维护股东利益的目的，结合发展战略和产业布局的需要，公司近期加大了市场调研和工

艺技术、设备的论证力度，致使该项目的投资进度较实施计划有所延迟，公司会根据项目论证情



况相应调整实施进度。 

2.锂离子电池软包铝塑复合膜产业化建设项目： 

该项目已完成厂房土建施工及工艺设备安装等相关工作，主线设备调试已基本结束，正在进

行试车。由于前期环评公司变更、施工地点的地质条件、天气等因素、疫情的影响，项目进度较

实施计划有所延迟，尚未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本页无正文，为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之签字盖章页） 

 

 

董事长：王洪泽 

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8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