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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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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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7,423,171 股为基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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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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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塑科技  股票代码 000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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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水秀 陆励 

办公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路 85 号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路 85 号 

传真 （0757）83988186 （0757）83988186 

电话 （0757）83988189 （0757）83988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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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箱 dmb@fspg.com.cn dmb@fspg.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各类先进高分子功能薄膜的生产与销售。公司主要产品及其用途情况如下： 

产品分类 主要产品和用途 

渗析材料 包括微压拉伸透气膜、无孔透湿防水功能薄膜等产品，主要应用于妇婴卫生护理、医疗防护用品、户外服

装等领域。 

光电材料 包括偏光膜、粗化电工膜、耐高温电容器用薄膜等产品，主要应用于液晶显示、特高压输变电工程、电网

工程、电容器、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等领域。 

阻隔材料 包括复合塑料编织材料、高阻隔尼龙薄膜、热收缩烟膜等产品，主要应用于现代农业、建筑防渗、高端消

费品等领域。 

公司坚持技术创新、精细化管理、资本运作“三轮驱动”的经营策略，加大相关新材料的技术攻坚及市场推广力度，加快

发展高端功能性薄膜，加大投资着力形成新的增长点。公司所从事的高分子新材料行业属于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前景

广阔，现已形成以渗析材料、光电材料和阻隔材料为框架的产业布局，公司的偏光膜、粗化电工膜、超薄型电容膜、安全型

电容器用金属化膜、透气膜、无孔透湿膜、复合塑料编织材料等多种差异化产品在技术、质量、性能方面均具有先进性，是

细分市场的领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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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2,848,305,155.43 2,822,841,700.04 0.90% 2,511,772,199.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380,386.85 116,130,723.59 -62.65% 105,683,308.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219,916.64 97,896,008.73 -73.22% 71,303,397.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8,991,298.91 1,096,757,032.32 -130.00% 698,886,261.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12 -66.67%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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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12 -66.67% 0.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6% 5.16% -3.30% 4.87%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总资产 4,132,355,751.42 5,840,521,420.12 -29.25% 5,581,600,908.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51,488,206.80 2,297,117,099.97 2.37% 2,209,899,99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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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672,341.07 738,033,416.13 988,726,663.41 586,872,734.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233,521.25 21,149,116.09 67,509,963.09 -56,512,213.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501,617.39 17,818,723.96 64,651,641.50 -64,752,066.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928,947.84 -30,144,054.46 23,531,466.46 -300,449,76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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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084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02,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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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广新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04% 251,904,212 0 - -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46% 14,157,600 0 - - 

陈泽鹏 境内自然人 0.33% 3,177,877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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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照富 境内自然人 0.27% 2,624,851 0 - - 

卓辽志 境内自然人 0.26% 2,500,000 0 - - 

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九零三组合 
其他 0.22% 2,108,800 0 - - 

贺宝宝 境内自然人 0.19% 1,879,500 0 - - 

江心 境内自然人 0.18% 1,716,100 0 - - 

李健忠 境内自然人 0.16% 1,593,013 0 - - 

陈俊豪 境内自然人 0.16% 1,558,200 0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控股股东广新控股集团与其他股东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

知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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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控股股东广新控股集团与其他股东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上述股东中，广新控股集团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51,904,212 股，通过融资融券投

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0 股，股份增加的原因系广新控股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

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票；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4,157,600 股，通过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0 股；陈泽鹏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

司股份 100 股，通过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177,777 股；朱照富通过普通账

户持有公司股份 2,624,851 股，通过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0 股；卓辽志通过

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0 股，通过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500,000 股；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九零三组合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108,800 股，通过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

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0 股；贺宝宝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0 股，通过融资融券账户持有

1,879,500 股；江心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716,100 股，通过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持

有公司股份 0 股；李健忠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609,000 股，通过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

户持有公司股份 984,013 股；陈俊豪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5,200 股，通过融资融券投

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523,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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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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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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中美贸易摩擦加剧、行业竞争激烈，同质化竞争

严重等不利因素，公司紧紧围绕“新材料、新能源”产业发展定位，上下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奋力拼搏，落实“调结构、强

管理、强创新、强团队、促发展”的工作方针，坚持以市场和客户需求为导向，坚持自主创新，提升经营能力；聚焦成本管

控，提质降本增效；狠抓重点项目实施，推动项目达产达标；加大技术研发创新，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强化内部管控，整

合利用资源，提升经营效益；坚持完善全面风险管控，提升风险防控能力；严格落实安全环保主体责任，提升安全环保管理

水平；强化政治建设，坚持党铸根魂，加强队伍建设，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加大技术研发创新，推动精细

化管理，积极拓展市场，努力降低部分产品市场萎缩和盈利空间收窄对公司经营的影响，公司经营发展总体保持稳定。但由

于参股企业佛山金辉高科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佛山三水工厂设备相对落后需进行更新改造，芜湖项目正在建设尚未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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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业绩大幅下滑，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基于谨慎性原则，对其长期股权投资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9,074.51万元。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48亿元，比上年同期上升0.9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4,338.04万元，比

上年同期下降6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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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渗析材料 376,070,481.52 70,913,159.31 18.86% 12.84% 3.93% -1.62% 

光电材料 371,387,759.58 120,479,413.55 32.44% 0.45% 0.80% 0.11% 

阻隔材料 998,935,287.83 170,698,220.86 17.09% -13.58% -1.62% 2.08% 

商品房、商铺销

售 

671,504,738.53 300,371,853.33 44.73% 33.70% 40.78% 2.25% 

物流服务 117,460,326.90 29,695,550.44 25.28% -4.76% 30.25% 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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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加大技术研发创新，推动精细化管理，积极拓展市场，努力降低部分产品市场萎缩和盈利空间收窄对

公司经营的影响，公司经营发展总体保持稳定。但由于参股企业佛山金辉高科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佛山三水工厂设备相对

落后需进行更新改造，芜湖项目正在建设尚未投产，经营业绩大幅下滑，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基

于谨慎性原则，对其长期股权投资计提资产减值准备9,074.51万元。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48亿元，比上年同期上升

0.9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4,338.04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6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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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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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9年4月25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印发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会

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企业会

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根据上述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和要求，

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 

2.2019年8月22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印发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9﹞6号）、于2019年5月9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财会

﹝2019﹞8 号），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的通知》（财会﹝2019﹞9号）

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详见《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十二、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公司本期无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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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广东省佛塑新能源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9月20日，系公司与佛山博瑞企业咨询管理合伙企业共同出资设立的有限责

任公司，其中本公司持股66%，佛山博瑞企业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持股34%，本报告期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2.原控股子公司佛山冠丰塑胶有限公司于2019年9月经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批完成工商注销登记手续，公司不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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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3.报告期内，公司将持有的佛山市合盈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给佛山辉泰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9年12月，

本次股权转让已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公司不再持有佛山市合盈置业有限公司股权，不再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黄丙娣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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