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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同大海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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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无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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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888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 元（含税），

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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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大股份 股票代码 30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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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洪亮 魏增宝 

办公地址 昌邑市同大街 522 号 昌邑市同大街 522 号 

传真 0536-7191956 0536-7191956 

电话 0536-7191939 0536-7199701 

电子信箱 cy-yhl@163.com sdwei001@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生产销售：海岛超纤皮革、合成革、鞋材、服装面料及辅料（不含棉

纺）、纺织产品、沙发革、汽车内饰及座套、球革、手套面料、高档擦拭布、海岛纤维、皮

革毛皮制品；经营聚乙烯等自用原辅料业务及普通货运业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

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以上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禁止或限制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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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发生微调，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经营模式 

公司采取以销定产的经营模式。每年12月至下一年1月之间，公司与各区域客户分别签订

框架协议，确定本年度主要产品的需求规模、品类，据此制订下一年度的生产计划、整体预

算，对个性化需求配备相应开发团队、后勤资源、生产资料及客户服务系统。开年后根据客

户具体订单进行开发、生产、销售。 

（三）公司所处行业发展情况  

1、行业概况 

公司主营产品为生态超纤高仿真合成革，这一新兴的材料门类在我国划归塑料制品行业

的子行业人造革合成革行业。作为天然皮革和早期第一代PVC革、第二代普通PU人工革的升

级换代产品，其诞生于上世纪的美国，经过以公司为代表的超纤人几十年努力本世纪初在国

内诞生，从无到有至今天已被广泛应用于服装、服饰、家居、汽车内饰、运动、劳保等国民

经济各个领域，并且应用范围程逐年扩大之势。 

短期看，超细纤维人工革行业在行业规模、技术水平、资源配置等方面仍然处于初级阶

段，其发展速度受国内经济导向、下游消费需求群体的认知度影响较大。近年，我国出于对

国家发展战略规划的考量在环保要求和资源利用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超纤行业在原材料、

能源等方面也受到了愈加严格的限定，行业面临更为科学的调整，进而通过转型升级，使资

源进一步向优质企业集聚，从而获得更好的发展环境，以利于建成代表全球先进水平的超级

实体。以便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获得优势。 

长期看，超细纤维人工革基于其工艺生产特点的先进性，具有广阔的自我更新空间和巨

大外部拓展潜力。其优秀的物性指标也会被更为宽广的行业所接受，未来必将肩负人工革升

级换代的历史使命，在革类面料发展过程中成为引领者。 

当前，国内具备从事超细纤维人造革生产能力的上市公司除公司同大股份（股票代码：

300321）外，还有华峰超纤（股票代码：300180）、双象股份（股票代码：002395），这些

公司在规模、技术实力方面存在各自优势，具有一定竟争力，是国内超纤合成革行业龙头企

业的代表。 

2、行业发展趋势 

生态超纤高仿真合成革自诞生以来，便肩负替代天然皮革和早期人工革的产品的历史使

命，具有广泛发展空间。由于国家资源导向和环境保护的考量，低档人造革的生产日益受限，

同时欧盟、日本等国家的绿色壁垒也较大程度地限制了普通人造革的消费，普通人造革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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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成品的发展空间趋紧。天然皮革由于本身资源的有限性及动物保护理念的加强，市场占有

份额也会逐渐减少，而生态超纤高仿真合成革因其特有的高仿真性能受到国家产业政策鼓励

和支持，将逐渐形成对天然皮革和PVC人造革的良好替代。随着生态超纤高仿真合成革工艺

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成熟，人们消费理念的转变，其下游应用领域也在不断拓展，已经逐步扩

大到汽车内饰、酒店和室内装饰等新领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未来，具有环保和高仿

真性能的超纤革将以超越人造革合成革行业平均速度发展。伴随国家及地方政府对环保要求

和监管力度日益严格，国内第一代、第二代合成革行业落后产能将会进一步加速淘汰，行业

资源逐步向第三代生态高仿真面料生产企业转移，拥有技术和市场优势的龙头企业将会在竞

争中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 

3、行业的周期性和季节性特征 

行业的季节性和周期性受下游消费能力、应用广度、消费理念等方面影响。例如时装、

饰品等时尚性强换代周期较短用量也受到季节性差异的影响。生产商一般会提前安排生产，

储备货物，所以季节交替前需求较为旺盛；而家居、劳保及体育用品等消费季节性不明显，

生产订单比较均匀。 

（四）公司所处行业地位公司是国内最早从事生态型高仿真超细纤维人工革研发、生产

的企业，拥有核心专利技术15项，参与制订或主持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20项。是中国塑

料加工工业协会理事会副理事长单位，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产品在国内

中高端市场占有一定份额，还远销欧、美、东南亚各国，“同大”品牌在世界超纤革领域享有

一定知名度。目前就产能、技术创新能力来讲公司属于行业领军企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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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878,937.52 456,344,329.86 -10.40% 469,213,838.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280,449.67 39,463,064.32 -48.61% 28,798,197.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293,605.05 33,676,622.46 -51.62% 25,014,907.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29,259.30 108,778,691.10 -96.02% 39,117,985.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84 0.4444 -48.60% 0.32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84 0.4444 -48.60% 0.32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7% 6.23% -3.06% 4.76%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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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 742,491,577.48 759,432,289.49 -2.23% 734,621,342.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35,219,431.84 650,458,982.17 -2.34% 616,323,91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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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493,073.56 104,928,030.02 97,872,121.70 115,585,712.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82,724.54 2,549,738.01 5,397,282.94 7,050,704.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993,209.56 1,857,062.08 4,056,669.07 6,386,664.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171,343.28 29,011,085.34 -16,718,770.77 7,208,28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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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800,00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5,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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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同大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86% 29,180,769  质押 10,290,000 

华盛百利投资发展

（北京）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95% 9,726,923    

范德强 境内自然人 5.20% 4,615,384    

于洪亮 境内自然人 5.20% 4,615,384 3,461,538   

王乐智 境内自然人 3.85% 3,416,584 1,730,79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83% 1,625,000    

张桂芬 境内自然人 0.95% 843,633    

#杨建明 境内自然人 0.75% 670,000    

王晶 境内自然人 0.51% 453,000    

冯成 境内自然人 0.51% 452,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山东同大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孙俊成为山东同大集团有限公

司控股股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王乐智、范德强、于洪亮为山东同大集团有限公

司小股东及董事。公司无法确定前十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公司

仅能证明前十大股东中山东同大集团有限公司、王乐智、范德强、于洪亮与其他各

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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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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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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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0887.89万元，实现利润总额2316.53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2028.04万元。 

影响公司盈利水平的主要因素有： 

1、报告期，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带来的影响波及到公司上下游及公司本身，为防控新型

冠状病毒疫情，各地政府均出台了疫情防控要求，相应的防控措施、防疫投入对公司的生产

和经营成果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2、报告期内，政府对公司污染物排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种监测、监控日益严格，公

司为达到污染物排放标准需要加大污染物防治力度，增加了污染物自动监测设备和污染减排

处理设备等，增加了公司在污染治理方面的成本。 

3、报告期内，公司采购主要原材料价格上涨使公司生产成本增加、毛利率降低，从而降

低了利润。 

2020年度，公司开展的主要工作如下：  

1、扎实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及时出台有效应对措施，克服生产要素组织的困难局面，保

障了生产安全、稳定运行。  

2、推进内部体制机制改革，强化考评机制，组织得到更加优化，劳动效率进一步提高，

市场化改革成果进一步显现。狠抓现场精细化管理，探索更优的工艺技术路线，控制采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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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及时分析市场形势，把控销售时机，增加销售收益，控制经营风险。 

3、高度重视安全工作，深入落实双重预防体系建设，保障了公司安全稳定生产；公司环

保设施稳定运行，污染物全天候达标排放，全年无环境事故发生。 

4、公司多年来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重视科技创新、强化研发投入，积极推进关键核

心技术研发、创新成果转化为产业化、创新人才团队建设。研发能力是公司核心竞争力的保

证，为适应快速发展的产品和技术需求，公司坚持自主创新与吸收引进相结合，在不断优化

已有优势产品的基础上，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技术和产品不断升级，强化项目储备及新

产品研发。 

5、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公司内部

控制制度，促进公司规范运作，保证公司经营管理活动合法、合规和有效运行，保护公司资

产的完全和完整，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和战略目标的实现打下坚实的基础。报告期内，公司

积极开展内部控制体系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评价，优化公司治理结构，进一步完善公司内部控

制各项制度，落实和完善风险预警机制，公司内部逐步建立符合企业实际并具备可操作性的

内部控制系统，避免了因内部控制不完善而有损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发生。  

6、2020年，公司斥资50万元特邀北大燕园EMBA课程主讲教授于洪波、北大人力资本研究

所高级研究员郝新军、中国人力资源协会理事赵磊等一大批知名学者、教授组建成北大燕园

职业精英成长特训营，对公司中、高层就《政务商务礼仪》、《商务谈判技巧》、《企业项

目管理》、《目标管理与计划管理》、《管理者的职业素养》等课程进行特训，对全面提升

企业中高层管理者的职业素养与综合管理能力以及认知管理者角色、构建学习型人才梯队具

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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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纤基布 130,592,105.30 107,069,457.68 18.01% -4.62% -0.36% -3.50% 

超纤绒面革 112,377,625.67 89,735,581.71 20.15% -19.28% -17.31% -1.90% 

超纤光面革 139,760,861.50 119,213,820.55 14.70% -8.76% -5.45%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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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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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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传播对消费类产品影响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升值等因素影响。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

收入为40,887.89万元，同比下降10.40 %，营业成本33,881.94万元，同比下降7.34%，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

额2,028.04万元，同比下降4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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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

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的累计影响数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

他相关项目金额。该政策对公司无影响。 

2、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9年度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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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同大海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孙俊成                   

2021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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