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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59                           证券简称：国风塑业                           公告编号：2020-013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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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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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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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9,449,73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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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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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铭传路

1000 号 

传真 0551-68560801 0551-68560801 

电话 0551-68560860 0551-68560860 

电子信箱 ir@guofeng.com ir@guofeng.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生产经营双向拉伸聚丙烯薄膜和双向拉伸聚酯薄膜等包装膜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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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日益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公司充分利用研发、品牌和品质优势，积极调整产品结构，提高产品毛利率，推动产业

转型升级。近年来，公司利用厂区搬迁对原有生产线设备进行技术升级改造，优化产品结构，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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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公司积极谋划电子信息用的高端功能膜材料项目，推进年产 180 吨高性能微电子级聚酰亚胺膜材料项目建设，并于 2019

年 6 月顺利试生产，不断优化产品各项指标、提升产品质量，推动项目全面达产，取得预期效果。除此之外，公司在 2019

年稳步推进木塑新材料和工程塑料产业发展，启动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国风木塑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4 万吨绿色新型建材项目

和全资子公司芜湖国风塑胶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5 万套自动化涂装生产线技改项目建设，促进其生产经营质量的稳步提升。

公司未来将持续推进相关项目建设，推动公司产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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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1,360,569,741.82 1,234,226,256.52 10.24% 1,173,119,887.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3,926,931.47 102,104,943.42 -17.80% 60,227,784.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013,293.59 -32,132,203.57 165.40% -56,821,236.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030,788.04 58,415,629.48 -4.08% -16,247,716.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4 -21.43% 0.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4 -21.43% 0.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24% 6.73% -1.49% 4.02%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总资产 2,170,472,228.95 2,109,531,333.66 2.89% 2,146,898,005.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41,655,259.58 1,564,530,616.60 4.93% 1,469,820,17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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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677,170.33 341,198,871.04 334,552,311.57 358,141,388.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61,646.55 10,463,848.92 58,863,935.39 10,137,500.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66,224.72 9,820,703.19 5,580,092.89 8,478,722.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21,919.48 13,796,226.42 10,315,056.18 34,141,42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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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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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76,284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71,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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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瞿启云 境内自然人 0.93% 6,859,100    

王子权 境内自然人 0.86% 6,386,600    

向抒琳 境内自然人 0.38% 2,800,000    

郴州中地行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5% 2,579,500    

苏立满 境内自然人 0.35% 2,555,536    

广州上果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4% 2,500,000    

JPMORGAN CHASE 

BANK,NATIONAL 

ASSOCIATION 
境外法人 0.33% 2,450,316    

张明敏 境内自然人 0.33% 2,442,000    

桂兴 境内自然人 0.25% 1,87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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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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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摩擦、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带来的不确定性因素使全球经济增长进一步减缓，国内经济也受国内外风险挑

战明显上升的影响，经济增速整体放缓。国家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审时度势，对经济政策及时调整，使得国内经济

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消费需求得到释放。公司所处膜材料行业虽呈现出阶段性市场需求增长，但行业整体供需失衡、

产能过剩的情况依然存在，原材料价格波动剧烈，市场竞争激烈，公司所处经营环境复杂多变。面对严峻复杂的市场与经营

环境，公司董事会运筹帷幄，管理层和全体员工积极应对，坚持强化执行力和追求精益管理，通过全面深化产品结构调整，

着力开展降本增效等措施，自我加压，攻坚克难，加速推进公司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61 亿

元，较上年增长 10.2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392.69 万元，较上年下降 17.8%，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土地收

储收益等非经常性损益金额较上年大幅下降，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01.33 万元，较上年

同期大幅增加。 

1.生产经营态势良好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适应复杂的经济形势与市场变化，稳中求进持续调整产品结构，加强市场开拓，企业运营质量稳中

有升。一是薄膜业务深化产品结构调整，抓住 BOPET 市场阶段性需求增长的机遇，克服 BOPP 市场下行压力，拓展了一批

预涂膜重点外贸客户，无晶点消光膜、PET 烫金转移膜等新品市场开拓取得良好效果，使得薄膜业务实现销量的增长和经营

性效益的提升；二是新型木塑建材业务克服环保压力，产品销量、营收和净利润同比均实现不同程度增长，特别是外贸销量

再创新高，实现木塑共挤产业化生产，大大增强了木塑共挤新品技术开发和工艺配套能力；三是工程塑料业务主营业务收入

受国家对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调整影响有所下降，但经营效益保持稳定。 

2.重点项目有序推进 

报告期内，公司多个重点产业项目有序推进，一是年产 180 吨高性能微电子级聚酰亚胺膜材料项目于 6 月顺利试生产，

不断优化产品各项指标、提升产品质量，推动项目全面达产，取得预期效益；二是启动全资子公司国风木塑年产 4 万吨绿色

新型建材项目建设，将提高木塑业务生产规模，增强企业发展后劲；三是启动公司全资子公司芜湖塑胶年产 15 万套自动化

涂装生产线技改项目建设，推进工厂智能化水平，稳步提升生产经营质量。 

3.治理创新不断深化 

报告期内，公司狠抓落实和深化治理创新，一是优化考核机制提高管理意识和成本管控，强化生产经营精细化管理、生

产现场管理、内部激励机制建设，公司管理提升再上台阶。二是推动技术创新，构建公司技术中心统总、分支研发机构做专

的技术研发架构体系，高性能材料研发与应用中心实验室一期项目全面建成启用，不断推进创新成果转化，为后续发展提供

内生动力。此外，公司顺利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和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复评，荣获安徽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1 项；

全年新增专利授权 32 项，发明专利 6 项，积极推进工信部已经批准立项的 3 项行业标准的编制起草工作。三是多措并举加

强安全环保管理工作，积极开展锅炉低氮化改造配合大气污染防治、安全环保隐患排查整改、全面落实各级安全环保责任、

全面加强安全文化建设等工作，切实提高安全环保管控能力。 

4.党建引领文化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提升党建工作水平，全面弘扬提升企业文化。深入持续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接受市委巡察“望闻问切”，切实整改补短板；通过 “国风大讲堂”集中宣讲创出独具国风特色的内训品牌；开展

以“凝心聚力、匠心报企”为主题的“双心联创”品牌特色活动，激发广大员工干事创业热情；开展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系列活动，增强企业凝聚力，发扬爱国主义情怀。报告期内，公司还荣获 2019 年“合肥市五一劳动奖状”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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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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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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0,623,373.65 135,013,299.60 11.53% 13.86% 44.56% 2.45% 

工程塑料 93,427,364.03 16,837,092.08 18.02% -22.66% -1.45% 3.88% 

新型木塑建材 93,309,606.67 18,280,780.50 19.59% 10.99% 35.50% 3.54% 

其他 3,209,397.47 2,911,332.61 90.71% 167.90% 30,520.98% 8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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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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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董事会六届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根据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发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

——套期会计》，2017 年 5 月 2 日财政部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上四项准则统称“新

金融工具准则”），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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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的相关规定，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调整、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财政部有关文件的规定，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不会对公司当期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的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权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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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