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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38                           证券简称：道恩股份                           公告编号：2017-023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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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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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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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840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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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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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恩股份 股票代码 002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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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洪池 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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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c@chinadawn.cn thc@chinadawn.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热塑性弹性体、改性塑料和色母粒等功能性高分子复合材料的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

术企业。公司的热塑性弹性体产品主要是动态全硫化热塑性弹性体（TPV）；改性塑料产品主要是增强增韧改性塑料、高光

泽改性塑料和阻燃改性塑料；色母粒产品主要是专用色母粒和多功能色母粒。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汽车工业、家用电器、医

疗卫生等行业。 

公司是国内第一家使用“完全预分散——动态全硫化”技术生产TPV的国内企业，成功替代进口材料，推动了我国橡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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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发展。在2008年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中被国务院授予“国家科学技术奖技术发明二等奖”的荣誉。公司是国内热塑性弹性

体的龙头企业，受邀起草热塑性弹性体TPV的国家行业标准。公司生产的TPV产品达到了国外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随着公

司品牌知名度的提升，下游诸多国际巨头与公司建立起了合作关系，公司已经与鬼怒川（日本）、申雅密封件、库博公司（美

国）、和仁宝利得（韩国）、井上华翔（日本）等全球汽车密封系统、汽车防尘罩系统行业龙头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产品

用于日产汽车、本田汽车、通用汽车、神龙汽车、现代汽车、长城汽车等汽车制造商。公司客户群层级不断提高，国际化进

程提速。 

公司生产的改性塑料和色母粒主要供给汽车和电器零部件制造商，自2006年以来，公司先后成为一汽集团、上海大众、

长城汽车、日产汽车、吉利汽车、海尔集团、海信集团、九阳股份等多家国内企业及其零部件配套厂商的供应商，并形成了

稳定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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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799,684,968.59 626,230,798.97 27.70% 580,759,404.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9,320,964.31 59,892,026.15 32.44% 47,183,853.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4,613,604.55 55,835,271.92 33.63% 42,871,347.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668,756.39 45,520,563.13 -1.87% 48,351,516.7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260 0.950 32.63% 0.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260 0.950 32.63% 0.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39% 16.56% 1.83% 15.31%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1,009,752,879.75 593,033,915.32 70.27% 565,114,026.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63,017,239.80 391,600,112.59 94.85% 331,800,948.3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71,551,315.50 184,692,782.55 186,364,846.40 257,076,024.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072,178.04 22,248,057.91 19,127,351.50 17,873,376.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778,960.89 21,205,880.80 18,135,789.50 16,492,973.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18,701.85 27,297,325.36 24,927,584.40 -13,274,85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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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1,50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8,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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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恩集团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8.51% 40,751,919 40,751,919   

韩丽梅 境内自然人 20.84% 17,506,523 17,506,523   

伍社毛 境内自然人 4.63% 3,889,417 3,889,417   

蒿文朋 境内自然人 0.51% 430,000 430,000   

田洪池 境内自然人 0.50% 422,141 422,141   

中国石油天然

气集团公司企

业年金计划－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01% 4,80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年金计划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其他 0.00% 3,60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年金计划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

司 

其他 0.00% 3,00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企业

年金计划－中

国农业银行 

其他 0.00% 3,000    

沈阳铁路局企

业年金计划－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00% 3,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道恩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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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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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6年是家电行业、汽车行业充满变革、结构升级的一年，面对不断升级的客户需求和市场竞争环境，公司克服宏观经

济形势复杂、经济增速放缓等不利因素，积极开拓业务，努力扩大市场占用率，深化原有战略性客户的同时拓展新客户，总

体业绩维持了增长态势。2016年合并报表范围内实现营业收入79968.50万元，同比增长27.70%；实现利润总额9502.98万元，

同比增长27.71%；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932.10万元，同比增长32.44%。其中，2016年改性塑料实现收入40,808.33

万元，同比增长29.69%；热塑性弹性体实现收入26,062.02万元，同比增长36.43%；色母粒实现收入12,456.56万元，同比增

长10.54%。 

2016年，公司主营业务成本59970.91万元，同比增长26.24%，匹配营业收入的增速。销售费用2981.97万元，同比增长

30.15%；管理费用5393.06万元，同比增长3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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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性塑料类 408,083,324.98 77,741,608.20 19.05% 29.69% 37.06% 1.02% 

热塑性弹性体类 260,620,212.31 90,160,774.62 34.59% 36.43% 49.20% 2.96% 

色母粒类 124,565,559.90 25,657,645.26 20.60% 10.54% -1.94%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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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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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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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2月11日，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决定以自有货币资金在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设立全资子公司

山东道恩特种弹性体材料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500万元，实际出资25万元。2015年12月22日，本公司取得

了龙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本公司已于2016年2月1日完成该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名称 新纳入合并范围的时间 期末净资产 合并日至期末净利润 

山东道恩特种弹性体材料有限公司 2016/2/1 232,130.74 -17,869.26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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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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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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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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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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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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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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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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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2017年1-3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