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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85                               证券简称：国瓷材料                      公告编号：2019-053 

山东国瓷功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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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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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瓷材料 股票代码 300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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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少梅 赵红艳 

办公地址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辽河路 24 号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辽河路 24 号 

电话 0546-8073768 0546-8073768 

电子信箱 xushaomei@sinocera.cn zhaohongyan@sinocera.cn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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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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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031,770,902.73 789,665,620.56 789,665,620.56 30.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8,118,575.79 280,459,246.52 280,459,246.52 -11.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40,580,184.89 156,102,796.34 156,102,796.34 54.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4,169,865.39 123,458,323.60 123,458,323.60 49.1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 0.46 0.29 6.9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1 0.46 0.29 6.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43% 12.91% 12.91% -5.4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4,633,156,771.75 4,378,182,398.86 4,378,182,398.86 5.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399,821,168.95 3,215,925,330.46 3,215,925,330.46 5.7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1,10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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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曦 境内自然人 21.10% 203,266,762 174,426,610 质押 
130,995,0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7.06% 68,026,420    

东营奥远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16% 49,660,410    

王鸿娟 境内自然人 3.96% 38,192,805 22,915,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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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天惠精选成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4% 35,029,300    

华泰瑞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华泰瑞联并购基金（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0% 25,050,210    

庄丽 境内自然人 2.23% 21,506,300    

张兵 境内自然人 2.20% 21,158,082 16,392,882 质押 16,380,000 

司留启 境内自然人 1.71% 16,438,506 12,328,879 质押 7,695,000 

宋锡滨 境内自然人 1.52% 14,636,502 11,250,000 质押 8,22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协议。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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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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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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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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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医疗器械业 

2019年上半年，公司管理层紧密围绕着年初制定的发展目标，贯彻董事会的战略部署，发挥公司的技

术优势、管理优势等，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3,177.0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0.66%；实现营业利润30,04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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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5.0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4,811.86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1.53%；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24,058.0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4.12%。 

报告期内，根据年度经营计划，公司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如下：  

1、业务开拓 

（1）电子材料板块 

2019年上半年，公司MLCC第三阶段扩产全部完成，达成年产1万吨MLCC介质粉的产能，新的制造车

间具备生产小颗粒、高可靠基础粉和配方粉的能力，可以满足高容、车载用高可靠MLCC 的需求，为未来

市场的扩产铺平了道路；同时公司也在积极探索与5G相关业务的产业结合，目前已完成了数个产品的前期

布局，为未来业务扩展奠定了基础。 

在消费电子和智能穿戴领域，公司的纳米级复合氧化锆粉体目前已成为市场绝大多数智能可穿戴产品

陶瓷粉料的主供应商。随着5G时代到来，氧化锆陶瓷材料凭借其优势正快速进入消费电子供应链，具有极

大的发展潜力和爆发力。 

公司高端高纯超细氮化铝粉体材料通过量产，已获得国内客户的一致认可；勃姆石，通过公司研发及

市场的不断开拓，已经得到国内几个大客户的认可，为后续市场扩大创造了条件。 

（2）催化材料板块 

2019年，随着国六标准的实施，极大的增加了蜂窝陶瓷市场的规模。2019年上半年蜂窝陶瓷产品技术、

市场全面突破，汽油机方面，GPF公告进展顺利，现在发货数量正在逐步增长；柴油机方面，直通式载体

（SCR/DOC）及壁流式载体（DPF）都已进入国六、T4验证阶段，并取得了阶段性的结果。其他新产品碳

化硅DPF及船机市场份额大幅增长，后期会有更大的市场空间。2019年上半年OEM市场份额明显上升，随

着GPF的上量，下半年预计会有进一步的增长。 

2019年3月，全资子公司国瓷博晶通过了IATF16949质量体系认证，与国内知名客户完成了国六产品的

实验，并实现稳定供货；同时通过不懈努力，与国际知名企业进行了深入的合作与交流，目前公司产品已

通过其验证，市场有望进一步扩大。 

（3）生物医疗材料板块 

目前公司的氧化锆陶瓷材料在齿科等生物医疗领域已得到广泛应用，齿科国内市场占比继续增长，欧

美市场经过多年市场开拓，陆续进入收获期。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以及居民口腔健康意识的提高，我国齿科材料行业巨大市场潜力将逐步得

到释放。随着口腔数字化技术、医疗设备的改进以及与互联网应用的深度结合，口腔医疗服务将发生更多

的变化。口腔数字化已成为未来口腔医疗发展的重要趋势，爱尔创凭借其在齿科材料以及数字口腔的布局，

在未来几年将获得更加快速的发展。 

（4）其他材料板块 

高端氮化硅陶瓷球，目前已经通过日本知名轴承企业的第二次可靠性测试，已进入量产评价阶段，为

后续市场扩大奠定了基础。 

陶瓷墨水，公司凭借多年的技术和客户积累，2019年上半年陶瓷墨水销量稳定增长，产品的利润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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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提高。 

2、技术创新 

公司致力于新材料的研究和开发，拥有多年的行业实践经验，以材料为核心，通过扎实的设备研发、

系统的情报调研、整体的专利布局、有效的检测研发、深入的材料预研以及24小时研发速度，做好有针对

性横向、纵向、跨界的技术研究，发挥整合优势，形成平台型的企业研发体系。在新产品研发方面取得了

较好的研发成果，2019年上半年，新申请发明专利29项，外观专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1项，PCT国际专利1

项，新增授权发明专利1项；商标新申请31项，国内商标21项，国际商标10项，新增授权商标1项。新产品

开发方面取得的成就在丰富公司产品种类的同时大大提高了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增强了公司的

核心竞争力。 

3、投资事项 

出于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于2019年3月8日在山东东营出资设立山东国瓷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本次设立全资子公司可以进一步拓宽公司的发展空间，扩大公司的经营规模，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和盈利能力。 

4、投资者关系管理 

公司非常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公司建立了多渠道、多元化的投资者沟通模式，通过投资者热线、互

动易平台、网上业绩说明会、现场面对面的交流等方式与投资者保持良好互动。除了日常的投资者调研外，

公司还积极主动地举办投资者网上交流日、投资者走进上市公司等活动，与投资者进行不同形式的沟通交

流，通过现场参观使投资者对公司的业务及企业文化有一定的感性认识，从而在发展战略、企业文化上达

成共识，增强大家对公司的认知度。对于投资者的现场调研，公司根据《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要求，

建立了完备的投资者关系管理档案，详细地做好接待资料存档工作，并按要求合理、妥善地安排机构投资

者、分析师等特定对象到公司现场进行调研活动，及时将调研记录披露在深交所“互动易”平台上，确保所

有投资者均可以及时、公平获悉公司有关信息。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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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修订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

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修订通知》的要求编制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

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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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修订通知》的有关要求，公司属于已执行新金融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应

当结合《修订通知》的要求对财务报表项目进行相应调整。 

（二）变更日期 

公司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执行上述修订后的会计准则。 

（三）变更前后采用会计政策的变化 

1、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

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2、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执行《修订通知》的有关规定。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公司仍按照财政

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

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修订通知》有关规定，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的列报，具体情况如下：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二个项目； 

2、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二个项目； 

3、新增“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反映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等； 

4、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项目移至“其他权益工具投资”项目； 

（二）利润表项目 

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 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

均在“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四）所有者权益变动表项目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的填列口径，“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

本”项目，反映企业发行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的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额。该项目根

据金融工具类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三、本报告期会计估计未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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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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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9年3月新公司国瓷电子科技纳入合并范围。 

 

                                                                         

                                                                          山东国瓷功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曦  

                                                                                 2019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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