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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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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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618,458,06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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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沧州明珠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108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于增胜

李繁联

办公地址

沧州市吉林大道与永济西路交叉口处明珠大厦 沧州市吉林大道与永济西路交叉口处明珠大厦

传真

0317-2075246

0317-2075246

电话

0317-2075318

0317-2075245

电子信箱

yuzengsheng@126.com

lifanlian999@126.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所处行业为橡胶和塑料制品业，主要产品是PE管道、BOPA薄膜和锂离子电池隔膜产品。PE管道产品主要应用于燃
气、给水、排水和通讯等地下管网的建设，BOPA薄膜产品主要应用于产品的包装，锂离子电池隔膜产品应用于锂离子电池。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的“年产2,000万平方米干法锂离子电池隔膜项目”顺利完工达产，锂离子电池隔膜产品的产能进一步
增加，盈利能力进一步提高。
目前，公司在PE管道产品和BOPA薄膜产品方面凭借其规模和技术优势已成为细分行业的领军企业，在锂离子电池隔膜
产品方面随着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的不断提高和完善，以及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也已经确立了在锂离子电池隔膜行业的领
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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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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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营业收入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 年

2,175,258,175.81

2,089,958,703.65

4.08%

1,982,982,297.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4,632,809.65

167,102,025.48

28.44%

149,355,595.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2,008,787.52

161,294,545.87

31.44%

145,429,954.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2,093,371.63

221,735,418.64

-40.43%

46,448,614.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

0.29

20.69%

0.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

0.29

20.69%

0.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68%

13.45%

-0.77%

13.37%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2,435,486,574.73

2,519,113,368.91

-3.32%

2,146,192,079.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91,843,320.41

1,596,194,891.82

12.26%

1,171,224,279.8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400,968,582.08

571,812,385.78

606,115,034.48

596,362,173.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314,973.45

58,649,737.93

65,097,686.53

59,570,411.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889,601.65

58,959,121.51

62,892,416.89

58,267,647.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517,732.68

111,255,594.52

71,595,574.43

-12,240,06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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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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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57,614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59,416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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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沧州东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钜鸿（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 其他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30.25% 187,098,559
6.96%

43,042,434

1.94%

1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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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9,492 质押

90,800,000

质押

7,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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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新材料新能源行业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11%

6,880,400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81%

4,999,945

呼怀旭

0.61%

3,783,90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旭阳 3
其他
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0.56%

3,479,684

崔建忠

0.54%

3,366,90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旭阳 1
其他
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0.49%

3,029,20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旭阳 2
境外自然人
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0.45%

2,780,000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旭阳 3 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旭阳 1 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和华润深国投
信托有限公司－旭阳 2 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之间存在关联关系。除此
之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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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公司管理层在董事会的统一领导部署下，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在加大
控制经营风险的同时，抢抓发展机遇，紧紧围绕公司董事会制定的年度经营计划和经营目标积极展开工作。通过加强内部管
理和控制，降低了运营成本；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工艺、质量，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强了产品的竞争力；通过加大产品营销
力度，进一步拓宽国内外市场，新增产能得到了有效释放；通过加强员工的业务技能培训，提高了员工的综合素质。
报告期内，重庆明珠实施的“年产15,000吨聚乙烯燃气给水管道项目”和“年产5,500吨高阻隔BOPA薄膜项目”，在2015年
实现了达产、稳产目标，产能逐步得到释放。隔膜科技实施的“年产2,000万平方米干法锂离子电池隔膜项目” 于2015年9月顺
利投产；德州东鸿实施的“年产2,500万平方米湿法锂离子电池隔膜项目”于2015年12月投料试车成功。至此，公司已具备了
生产干法隔膜、湿法隔膜和涂布改性隔膜三大类产品的能力，公司荣登2015年度中国锂电行业隔膜年度竞争力品牌榜榜首，
行业地位凸显。为公司的未来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报告期，公司圆满完成了年度经营计划和经营目标。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17,525.82万元，较上年增长4.08%；实现
营业利润26,740.81万元、利润总额27,100.14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1,463.28万元，分别较上年提高22.29%、
19.66%、2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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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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 管道塑料制品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1,311,687,338.73 309,342,647.79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23.58%

-1.00%

22.84%

4.57%

BOPA 薄膜塑料制品

605,710,438.86

87,236,654.31

14.40%

-3.29%

0.57%

0.55%

锂离子电池隔膜新能源材料

172,092,262.17 117,080,616.29

68.03%

43.19%

50.76%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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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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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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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4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5、对 2016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6 年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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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2016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万元）

200.00%

至

250.00%

9,394.5

至

10,960.25

2015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3,131.5
预计 2016 年一季度业绩大幅增长主要是由于 BOPA 薄膜产品和
锂离子电池隔膜产品实现的利润增加。BOPA 薄膜产品实现利润
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产品销售价格上涨以及原材料价格下降影响所
致；锂离子电池隔膜产品实现利润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年产 2000
万平方米干法锂离子电池隔膜项目”于 2015 年 9 月完工达产，
“年
产 2500 万平方米湿法锂离子电池隔膜项目”于 2016 年 1 月完工
达产，新增产能已得到有效释放，因此 2016 年一季度的锂离子电
池隔膜产品的产销量较 2015 年一季度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于新立
2016 年 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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