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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38                 证券简称：道恩股份                  公告编号：2021-094 

债券代码：128117                 债券简称：道恩转债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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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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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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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恩股份 股票代码 00283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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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有庆 左义娜 

办公地址 
山东省龙口市振兴路北首道恩经济园工

业园区 

山东省龙口市振兴路北首道恩经济园工

业园区 

电话 0535-8866557 0535-8866557 

电子信箱 wang.youqing@chinadawn.cn zuo.yina@chinadawn.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937,290,522.08 2,275,113,138.24 -14.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0,222,821.25 585,368,979.35 -81.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92,834,307.51 574,809,767.79 -83.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9,247,129.59 1,241,007,291.55 -107.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 1.45 -81.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 1.43 -81.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85% 42.49% -36.6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2,983,022,935.99 2,971,359,029.06 0.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54,650,958.86 1,923,490,750.16 1.6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46,92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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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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道恩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7.94% 195,609,210 0 质押 102,000,000 

韩丽梅 境内自然人 18.14% 73,997,452 55,498,089 质押 53,190,000 

#上海阿杏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蒹葭私募投

资基金 

其他 0.77% 3,142,100 0   

蒿文朋 境内自然人 0.29% 1,203,187 1,203,187   

田洪池 境内自然人 0.29% 1,181,968 1,181,968   

沈向红 境内自然人 0.26% 1,042,500 0   

高玉珍 境内自然人 0.25% 1,004,70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0.23% 944,963 0   

南京惠冠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南京惠冠榕

泉价值 1 期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20% 829,900 0   

阮水龙 境内自然人 0.13% 55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道恩集团有限公司与韩丽梅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报告期末，公司股东上海阿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蒹葭私募投资基金共持有公

司股份 3,142,100 股，其中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数量 0 股，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

量 3,142,10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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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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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万元） 
利率 

山东道恩高分

子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 

道恩转债 128117 
2020 年 07 月

02 日 

2026 年 07 月

01 日 
35,992.12 

第一年 0.4% 

第二年 0.6% 

第三年 1.0% 

第四年 1.5% 

第五年 2.0% 

第六年 3.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31.29% 32.65%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1.40 82.55 

三、重要事项 

（一）与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及《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年产 12万吨生物可降解树脂项目一期工程工程服务合同》 

披露时间 公告名称 公告编号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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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01 月 18 日 

《关于与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签

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及<山东道恩高分

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12 万吨生物可

降解树脂项目一期工程工程服务合同>的

公告》 

2021-004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与重庆市江津区珞璜工业园发展中心签订《项目投资协议》 

披露时间 公告名称 公告编号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2021 年 01 月 19 日 
《关于与重庆市江津区珞璜工业园发展中

心签订<项目投资协议>的公告》 
2021-005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披露时间 公告名称 公告编号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2021 年 01 月 28 日 

《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

告》 

2021-007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对外投资设立道恩高分子材料（重庆）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 

披露时间 公告名称 公告编号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2021 年 02 月 25 日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2021-014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2021 年 02 月 25 日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2021-015 

2021 年 03 月 10 日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进展公告》 2021-019 

（五）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 

披露时间 公告名称 公告编号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2021 年 03 月 26 日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2021-022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2021 年 03 月 26 日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2021-023 

2021 年 03 月 26 日 《关于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2021-024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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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04 月 17 日 《2020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2021-045 

2021 年 05 月 19 日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2021-061 

（六）对外投资设立山东道恩降解材料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及山东道恩周氏包装有限公司（公司

控股子公司） 

披露时间 公告名称 公告编号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2021 年 04 月 10 日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2021-039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2021 年 04 月 10 日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2021-040 

2021 年 04 月 10 日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 2021-041 

2021 年 04 月 13 日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进展公

告》 
2021-043 

2021 年 04 月 27 日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进展公

告》 
2021-052 

（七）公司控股子公司境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 

披露时间 公告名称 公告编号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2021 年 05 月 13 日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2021-054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2021 年 05 月 13 日 
《关于控股子公司境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

的公告》 
2021-056 

（八）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 

披露时间 公告名称 公告编号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2021 年 06 月 05 日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2021-065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2021 年 06 月 05 日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2021-066 

2021 年 06 月 05 日 
《关于调整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公告》 
2021-072 

（九）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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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时间 公告名称 公告编号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2021 年 06 月 05 日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2021-065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2021 年 06 月 05 日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2021-066 

2021 年 06 月 05 日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于晓宁 

                                                    2021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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