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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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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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捷股份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812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熊炜

禹雪

办公地址

云南省玉溪市高新区抚仙路 125 号

云南省玉溪市高新区抚仙路 125 号

电话

0877-8888661

0877-8888661

电子信箱

groupheadquarter@cxxcl.cn

groupheadquarter@cxxcl.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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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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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
调整前
营业收入（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上年同期
调整后

调整后

1,440,644,257.48

1,378,108,470.52

1,378,108,470.52

4.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21,392,639.87

388,927,814.10

388,927,814.10

-17.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67,487,724.14

322,809,821.63

322,809,821.63

-17.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0,962,627.09

117,071,238.06

117,071,238.06

71.6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0

0.82

0.48

-1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2

0.82

0.48

-12.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80%

9.71%

9.71%

-2.91%

调整前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调整后

调整后

15,634,286,502.40

12,193,188,361.42

12,193,188,361.42

28.22%

4,843,547,672.83

4,551,052,876.43

4,551,052,876.43

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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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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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ul xiaoming lee

境外自然人

16.17%

130,208,520

102,745,439

质押

2,754,000

玉溪合益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00%

120,776,435

0

质押

41,548,000

Sherry Lee

境外自然人

9.12%

73,470,459

46,275,559

李晓华

境内自然人

8.70%

70,069,889

69,833,75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71%

46,014,007

0

昆明华辰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5%

30,169,571

9,480,539

JERRY YANG LI

境外自然人

2.20%

17,707,237

17,707,237

张勇

境内自然人

2.03%

16,332,107

0

珠海恒捷企业管理事务所（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3%

15,526,817

15,526,817

玉溪合力投资有限公司

1.58%

12,744,900

0

质押

9,75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Paul Xiaoming Lee、Sherry Lee、李晓华、Jerry Yang Li 均为公司实际控
制人李晓明家族成员，为一致行动人。合益投资、珠海恒捷、合力投资
为实际控制人李晓明家族控制的企业。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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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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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控股股东名称

Paul Xiaoming Lee

变更日期

2020 年 01 月 14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关于实际控制人签署<股份授权委托书>暨控股股东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3 号）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0 年 0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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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可转换
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恩捷转债

128095

发行日

到期日

2020 年 02 月 11 日

债券余额（万元）

2026 年 02 月 11 日

160,000.00

利率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0.40%
0.60%
1.00%
1.50%
1.80%

第六年 2.0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资产负债率

上年末
65.30%

项目

59.97%

本报告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上年同期
5.6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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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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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部分子公司复工延迟，公司国内及海外锂电池隔离膜业务
销量均先后受到影响，但公司积极努力克服，全面有序安排公司疫情防控工作，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原材料
供应，全力做好生产和销售，积极应对市场竞争，虽报告期内湿法锂电池隔离膜业务增速不及预期，但烟
标、无菌包装、特种纸等业务通过积极调整策略，快速响应客户需求，抓住市场机遇，业务增速均大幅提
升，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合并营业收入1,440,644,257.48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54%，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321,392,639.87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7.36%。
1、2020年上半年公司主要经营情况
（1）膜类产品情况
报告期内膜类产品营业收入为102,837.48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7.87%，主要系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对国
内新能源行业及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影响，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2020年1-6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39.7万辆和39.3万辆，同比分别下降36.5%和37.4%。其中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
完成30.1万辆和30.4万辆，同比分别下降40.3%和39.2%；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5万辆和8.8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20.0%和29.8%；燃料电池汽车产销分别完成390辆和403辆，同比分别下降66.5%和
63.4%。根据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1-6月，我国动力电池产量累计23.5GWh，同比累
计下降45.8%。其中三元电池产量累计14.8GWh，占总产量62.9%，同比累计下降46.1%；磷酸铁锂电池产
量累计8.7GWh，占总产量36.9%，同比累计下降37.6%。公司一季度国内湿法锂电池隔离膜业务受到影响，
公司通过加大海外市场拓展力度、降本增效、合理控制费用等措施以降低疫情对公司的影响。但伴随二季
度海外疫情扩散和加剧，公司海外销量亦受到影响，致使报告期湿法锂电池隔离膜业务整体增速不及预期。
报告期内，公司湿法锂电池隔离膜出货量超4亿平方米，市场份额继续保持行业领先水平，上海恩捷合并
营业收入为57,698.22万元，同比下降30.74%，合并净利润22,445.83亿元，同比下降44.86%。
公司利用自身在烟膜制造上的技术质量及成本优势，抓住今年以来的市场机遇，迅速调整生产和销售
策略，快速响应客户需求，报告期内公司烟膜销量增长明显，烟膜营业收入为11,990.52万元，同比增长
29.26%。同时由于公司已是满负荷生产，烟膜产销量增加必然导致平膜产销量下降，而今年以来因原油导
致的原料价格大幅下降也使得平膜单位售价大幅下降，因此报告期内平膜营业收入为12,574.00万元，同比
下降34.20%。
（2）包装印刷产品情况
因疫情对国内物流运输的影响，公司部分客户烟标产品供应不足，公司抓住市场机遇，迅速调整生产
和销售策略，快速响应客户需求，报告期内公司烟标销量增长明显，烟标营业收入为7,847.09万元，比去
年同期增长4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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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不足，公司抓住市场机遇，迅速调整生产和销售策略，快速响应客户需求，报告期内公司特种纸销量增
长明显，特种纸营业收入为7,625.26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5.82%。
2、其他工作回顾
（1）2019年5月，公司启动可转债项目，11月22日获得中国证监会第十八届发审委2019年第184次会
议审核通过；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9】2701号），
公司在报告期内公开发行可转债，并于2020年2月28日上市。本次发行可转债总额为人民币160,000万元，
期限为发行之日起6年，募集资金总额扣除承销保荐费用及其他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158,612.26万
元，主要用于江西通瑞年产4亿平方米锂离子电池隔膜项目（一期）和无锡恩捷新材料产业基地项目。2020
年3月1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同意使用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部分自筹资金，置换资金总额为158,612.26万元。通过本次可转债的成功发行，
募集资金全部用于锂电池隔离膜业务，目前江西通瑞8条产线已全部投产，主要客户已对工厂及产线进行
认证，无锡恩捷新材料产业基地项目的8条产线将于9月30日全部建成，通过本次可转债募投项目的实施，
进一步提高公司锂电池隔膜产品的供应规模，及时响应现有和潜在海外客户对产品生产工艺、技术水平、
生产管控能力和产品品质提出的新要求，为未来拓展和开发潜在客户资源提供坚实基础。
因公司实施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恩捷转债转股价格由64.61元/股调整为64.49元/股，调整后的转
股价格自2020年5月21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公司已于2020年8月12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关于“恩捷
转债”开始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0-135号），公司可转债自2020年8月17日已进入转股期。
（2）2019年8月公司启动收购苏州捷力100%股权的事宜，苏州捷力是国内优秀的湿法锂电池隔离膜生
产企业，主要客户为国内外大型消费类锂电池生产商如LG、ATL等，目前苏州捷力已达产的湿法隔膜产线
共8条，产能规模每年可达4亿平米左右，产品良率较好且稳定，得到国际行业龙头客户的认可。2020 年1
月，公司收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具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予禁止决定书》（反垄断审查决定
【2020】24号）
，公司本次交易事项已获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本次交易经营者集中审查的确认意见。
2020年3月5日，苏州捷力已完成本次股权收购事宜所涉及的工商登记变更及备案手续，并取得由苏州市吴
江区行政审批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苏州捷力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2020年4月
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同意公司与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胜利精密”）签订《资产交割协议》
，双方就公司已履行的交易款支付义务进行了确认，并就交割事项、
后续付款事项及豁免条款等进行了约定。本次交易的实施，进一步扩大了公司锂电池隔膜产能，拓展了公
司业务领域和客户范围。自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积极推进整合工作，充分发挥企业资质、技术及客户等
方面的优势，通过将苏州捷力纳入集团供应链、持续改造生产设备、优化生产工艺和组织架构、完善岗位
职责、加强人员培训等方面措施，实现资源互补和优势叠加，显著降低了苏州捷力的采购成本、进一步提
高生产效率和经营效率，实现了扭亏为盈，2020年上半年苏州捷力并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后实现营业收入
25,171.76万元，净利润7,091.91万元，本次交易提升了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3）2020年3月23日，公司启动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拟向不超过35名的特定投资者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500,0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分别用于江西通瑞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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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电池隔膜一期扩建项目、无锡恩捷新材料产业基地二期扩建和补充流动资金。2020年7月6日，中国证
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进行了审核，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审核通
过。2020年7月2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关于核准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0】1476号）
。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将有助于公司抓住产业发展机遇，进一步加
强在锂电池隔膜领域的领先地位，进一步提升公司的产业规模和盈利能力，最终有利于实现公司价值和股
东利益的最大化。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已完成发行工作，目前正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进行非公开发行的股份登记工作，公司将尽快推进后续事宜，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4）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和公司发展战略需要，报告期内顺利完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会各
专门委员会、监事会的换届选举。新一届董事会及各专门委员会、监事会的人员组成、专业分布和知识结
构更加合理，新一届董事会及各专门委员会、监事会的有效工作，将对进一步优化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对公司更好更快的健康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5）为适应公司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满足公司未来持续发展的需要，改善研发和办公环境，有效
提升公司形象，吸引和稳定高端优秀人才，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建设集团总部办公楼、研发中心
及海外运营总部，项目总投资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00万元（包含土地款）。2020年2月27日，公司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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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变更的议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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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发
布和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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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按照财政部2017年7月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
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
（财会【2017】22号）规定执；
自2019年6月17日起按照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
的通知》
（财会【2019】9号） 规定执行。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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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发布和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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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如下：
（一）新收入准则
1、新收入准则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
2、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3、识别合同所包含的各单项履约义务并在履行时分别确认收入；
4、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更明确的指引；
5、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新收入准则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公司应当根据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
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
流量无重大影响。
（二）新债务重组准则
新债务重组准则修改了债务重组的定义，明确了债务重组中涉及金融工具的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等准则，明确了债权人受让金融资产以外的资产初始按成本计量，明确债务人以资
产清偿债务时不再区分资产处置损益与债务重组损益公司无债务重组，执行新债务重组准则不会对公司财
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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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主体为公司、红塔塑胶、成都红塑、德新纸业、红创包装、香港创新、上海恩
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风舟贸易有限公司、上海恩捷、珠海恩捷、无锡恩捷、江西通瑞、恩捷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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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清松、湖南清松、江西睿捷。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主体为：公司、红塔塑胶、成都红塑、德新纸业、红创包装、
香港创新、上海恩捷、珠海恩捷、无锡恩捷、江西通瑞、恩捷贸易、深圳清松、湖南清松、江西睿捷、苏
州捷力、东航光电。
报告期内合并报告范围共新增2户，均为非同一控制下合并：报告期内公司收购苏州捷力100%股，控股子
公司上海恩捷收购东航光电70%股权，苏州捷力和东航光电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报告期内合并报告范
围共减少2户：上海恩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风舟贸易有限公司已在报告期内完成注销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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