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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38                 证券简称：道恩股份                 公告编号：2018-047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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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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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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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ng.youqing@chinadawn.cn yh@chinadaw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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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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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35,092,357.06 449,621,281.37 19.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5,921,966.42 46,960,409.54 19.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0,504,153.61 43,791,972.13 15.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3,326,052.77 -16,377,191.1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0.19 15.7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 0.19 15.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47% 5.97%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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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3,763,649.28 990,600,163.39 11.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78,269,958.59 842,507,992.17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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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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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恩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8.51% 122,255,756 122,255,756 质押 80,000,000 

韩丽梅 境内自然人 20.96% 52,810,670 52,519,570 质押 43,400,000 

伍社毛 境内自然人 2.38% 5,990,152 0   

华澳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华

澳·道恩股份

2017 年员工持

股集合资信托

计划 

其他 2.11% 5,309,900 0   

全国社保基金

四零四组合 
其他 1.58% 3,976,476 0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鹏

华创新驱动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77% 1,949,902 0   

沈向红 境内自然人 0.54% 1,369,880 0   

蒿文朋 境内自然人 0.51% 1,290,000 967,500   

田洪池 境内自然人 0.50% 1,266,424 949,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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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鹏华改革红

利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47% 1,196,83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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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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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018年上半年，国内供给侧改革不断深入，安全环保节能政策日趋严格，中国经济整体保持稳健态势。

国际上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不确定性风险增大。公司产品主要应用领域家电行业保持了较好增长势头、汽

车行业增速放缓。面对复杂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日趋激烈的行业竞争局面，公司紧盯年度生产经营目标

和管理目标，有效克服了同行业竞争加剧、原料上涨等困难，各项经营指标稳步增长，产销量同比增加，

热塑弹性体产品领域的市场竞争力和龙头地位更加彰显，公司综合实力持续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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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535,092,357.06元，同比增长19.0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55,921,966.42元，同比增长19.08%。报告期内，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市场营销方面 

报告期内，“为客户创造价值”的理念深入贯彻，上半年召开了多次专题研讨会，推广“为客户创造

价值”的案例，进行分享。市场部组织编写了《道恩与高分子新材料》刊物分发给客户，使客户更好的了

解公司材料的应用领域和产品特点。营销中心调整了组织架构，更好地对接市场和服务客户。按照产品类

别梳理了核心客户，通过一户一表、一户一案，每周对核心客户进行项目推进、分析汇报，及时解决存在

的问题，提升核心客户的市场占有率。 

二、技术研发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秉持创新驱动发展的理念，加强研发平台建设，合理分配研发资源，研发项目进展

顺利。对标国际先进技术，持续开发以动态硫化技术平台、酯化合成技术平台、氢化技术平台和改性塑料

平台的创新产品，通过产品创新聚焦市场，立足需求，提升效益。创新了TPV动态全硫化一步法生产工艺，

继续保持热塑性弹性体优势，彰显出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作用，形成持续成长的动力，领跑同行业。  

三、经营管理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明确月度工作目标，通过月度经营管理会，对标管理、优化ERP、持续跟踪、检查经

营计划完成情况并加强管理改善，有效推进了工作目标的按时完成以及管理效能的提升。同时，结合国内

外宏观经济形势、行业发展情况以及公司经营情况，开展战略规划工作，进一步完善和明确各个阶段性目

标，不断强化战略引领作用。 

为进一步促进公司建立、健全长期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公司管理人员及员工的积极性，有

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利益结合在一起，公司于2018年1月实施完成了员工持股计划买入工作。 

    四、对外投资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道恩特种弹性体氢化丁腈（HNBR）项目于3月中旬开工，报告期内土建施

工已基本收尾，设备按计划到货，部分设备已开始安装。4月份，道恩特种弹性体派人参加了第三十二届

国际橡塑展，共接待客户96家，目前都在逐步接洽与商谈中。下半年特种弹性体公司将按照项目建设进度

和质量，早日试车，产出质量稳定产品，开拓道恩HNBR品牌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16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

立有限合伙企业（基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出资 29990万元设立产业基金，2018 年 4 月 25 日在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了备案手续，取得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2018年6月6日，公司出资投资

的烟台旭力生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 24000 万元人民币受让了山东龙旭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持有青

岛海尔新材料研发有限公司80%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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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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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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于晓宁 

 

2018 年 8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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