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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92                           证券简称：科斯伍德                           公告编号：2011-013 

苏州科斯伍德油墨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吴贤良、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艳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倪同兵声明：

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科斯伍德 

股票代码 300192 

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2.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峰 王渊超 

联系地址 
苏州市相城区潘阳工业园东桥开发区旺庄路 3-1

号 

苏州市相城区潘阳工业园东桥开发区旺庄路 3-1

号 

电话 0512-65370257 0512-65370257 

传真 0512-65374760 0512-65374760 

电子信箱 szkinks@szkinks.com szkinks@szkinks.com 

§3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3.1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2011 年 201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09 年 

营业总收入（元） 296,075,138.96 237,612,571.67 24.60% 183,314,344.04 

营业利润（元） 41,859,615.14 40,146,248.07 4.27% 34,830,991.23 

利润总额（元） 45,515,790.09 41,375,707.78 10.01% 36,253,97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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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元） 
38,648,060.99 35,261,368.55 9.60% 30,953,781.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35,540,312.28 34,216,327.80 3.87% 29,744,249.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 
12,524,590.44 5,032,699.10 148.86% 23,118,359.51 

 2011 年末 201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2009 年末 

资产总额（元） 620,335,929.96 229,007,928.42 170.88% 175,246,507.67 

负债总额（元） 55,698,679.59 74,006,602.34 -24.74% 55,506,550.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元） 
564,637,250.37 155,001,326.08 264.28% 119,739,957.53 

总股本（股） 73,500,000.00 55,000,000.00 33.64% 55,000,000.00 

3.2 主要财务指标 

 2011 年 201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09 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6 0.64 -12.50% 0.6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6 0.64 -12.50% 0.6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

每股收益（元/股） 
0.52 0.62 -16.13% 0.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15% 25.67% -3.52% 34.5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55% 25.00% -4.45% 33.41%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股） 
0.17 0.09 88.89% 0.42 

 2011 年末 201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2009 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股） 
7.68 2.82 172.34% 2.18 

资产负债率（％） 8.98% 32.32% -23.34% 31.67% 

3.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2011 年金额 附注（如适用） 2010 年金额 2009 年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72,913.79  -335,590.29 -420,230.2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3,784,090.00  1,664,000.00 1,831,4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5,001.26  -98,950.00 11,809.60 

所得税影响额 -548,426.24  -184,418.96 -213,446.91 

合计 3,107,748.71 - 1,045,040.75 1,209,53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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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股东持股情况和控制框图 

4.1 前 10 名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2011 年末股东总数  8,557 
本年度报告公布日前一个月末股东总

数  
7,68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吴贤良 境内自然人 37.41% 27,500,000 27,500,000 0 

吴艳红 境内自然人 13.61% 10,000,000 10,000,000 0 

盛建刚 境内自然人 6.80% 5,000,000 5,000,000 0 

苏州市元盛市政工程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80% 5,000,000 3,500,000 0 

苏州国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76% 3,500,000 3,500,000 0 

徐莹 境内自然人 3.40% 2,500,000 2,500,000 0 

苏州市相城高新创业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4% 1,500,000 1,500,000 0 

烟台恒源工贸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27% 200,000 0 0 

孙晓光 境内自然人 0.25% 181,700 0 0 

周贻高 境内自然人 0.21% 158,000 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烟台恒源工贸有限公司 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孙晓光 181,700 人民币普通股 

周贻高 158,000 人民币普通股 

叶国兵 148,945 人民币普通股 

吴静洁 147,920 人民币普通股 

邱德生 139,000 人民币普通股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帐户 
120,966 人民币普通股 

赵强 117,183 人民币普通股 

刘伯新 105,000 人民币普通股 

祁进 104,819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吴艳红、吴贤良系姐弟关系，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属于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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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5 董事会报告 

5.1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概要 

（一）经营环境分析 

2012 年是机遇与挑战共存的一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着力论述文化规划，推

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对于“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一个最基本判断，是要占到同期 GDP 的 5%-6%；而目

前中国文化产业占同期 GDP 大概在 2.5%，这就意味着在“十二五”期间文化产业增加值要翻一番。2012 年 02 月《国家“十

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发布提出，积极发展和壮大出版发行、影视制作、印刷、广告、演艺、娱乐、会展等传

统文化产业，加快发展文化创意、数字出版、移动多媒体、动漫游戏等新兴文化产业，规范发展文化产业园区。油墨作为文

化传播载体的一种重要原材料，必将迎来一个需求快速增长的时期。 

与此同时，保护环境、保护人身健康的绿色印刷的理念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重视。2011 年我国第一部关于印刷的环保标准《环

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印刷 第一部分：平版印刷》正式颁布实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要求，从 2011 年开始中小学教材在三年

内要逐步达到绿色环保的标准，五年内所有书刊印刷要达到绿色环保的标准，这就为环保型印刷油墨生产企业的发展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对油墨企业的生产方向起到了明确的导向作用，环保型油墨将成为行业发展的主流项目，大豆油墨、

UV 油墨、可食用油墨、高降解油墨等环保型油墨的应用范围将越来越广。改进环保型油墨的技术性能，开发和引进环保型油

墨的先进技术是国内油墨行业的发展趋势。 

 

（二）面临风险及应对措施 

1、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主要原材料为颜料、树脂、矿物油、植物油、各种助剂和包装材料等，公司原材料占生产成本比重较大，约占 70%左右。

目前公司的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较大，虽然公司具有较高的市场地位和较强技术实力，公司销售毛利率总体波动幅度低于原

材料价格波动幅度，但是如果未来公司总体市场竞争能力不能进一步提高、增强，不能持续推出能够获得市场认同的新产品，

则公司经营业绩将因原材料价格波动受到较大影响，进而影响公司综合竞争力。公司需利用产能扩张的机会，发挥规模化生

产的优势，合理控制生产成本，降低原材料价格波动带来的影响。 

2、市场销售风险 

公司销售采取经销模式。国外销售方面，因采取先开立信用证或付款，后发货方式，销售渠道相对出现风险可能性较小。国

内销售方面，公司主要通过甄选具有较高信用度的经销商销售产品，在销售过程中给予经销商相应的信用额度及付款信用期

限。公司最初给予经销商的信用额度较低，在建立双方信用及经销商达到一定销量后，公司会逐步给予更高的信用额度。该

销售模式促进了公司的快速成长，但经销商发生变动及销售中授信方式风险等因素仍会给公司经营带来一定的影响。 同时公

司的产品销售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密切联系，国内销售市场主要集中在我国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区域。受

美国经济危机、欧洲债务危机影响，国内外各区域经济的发展对印刷油墨需求带来了一定的不利影响。公司需意识到风险的

存在，加大国内外各区域的销售扶持力度。 公司属于我国少数具有较强技术实力，并能参与国际竞争的印刷油墨制造企业之

一，产品出口地覆盖了包括欧盟、北美在内的世界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未来公司仍需以提供高品质产品为基础，继续加大国

际销售力度，但国际市场中政治、经济、法律、商业等政策变化因素以及人民币持续升值会对公司国际市场开拓进度和成果

造成一定影响。同时如果金融危机给欧盟、北美等发达国家（地区）带来的冲击进一步加大，公司的产品出口将有可能遇到

包括关税壁垒或非关税壁垒在内的各种贸易保护政策，这些保护政策的出台会对公司未来境外业务发展造成一定不利影响。

虽然金融危机为公司在区域内创造了较好的发展机遇，但同时行业竞争压力也在增强，为巩固和进一步扩张区域内的市场，

公司必须采取更加灵活的销售政策、持续稳定发展路径，把握发展机遇。 

3、技术风险  

为保持行业竞争的领先性，公司需要不断增加研发投入，但是由于油墨产品具有跨学科的复杂性特点，产品研发过程将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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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不确定因素。研发项目在成为正式产品前需要经过配方研发、小试、中试、小批量生产等具有较高的技术难度多重环节。

特别在配方研发过程中需要进行大量实验，其周期性较长；同时新产品投放市场获得客户认同也存在系列不确定性因素，因

此，公司在新品推出整个过程具有一定的风险。公司油墨配方及制造过程工艺控制是市场竞争的核心技术，此核心技术是由

公司研发技术人员经过长期探索、研发所获得。由于油墨配方技术的独特性，致使公司对这些配方技术无法申请专利。油墨

配方及工艺控制技术由公司技术研发队伍共同掌握，单个技术人员无法掌握全套核心技术，但单项核心技术对公司产品的竞

争力仍产生一定影响。虽然公司与技术研发人员签订了《技术保密协议》，采取了针对技术研发人员的系列激励措施，保证了

多年来技术研发队伍的稳定性，但是如果出现技术研发人员大面积流失，这将对公司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在未来发展过程中，

公司需始终将技术研发作为核心竞争力建设的关键组成部分，通过技术中心自主研发、与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合作

开发产品等多种形式，确立公司行业竞争的技术领先地位，使产品系列能够较好地满足欧美发达国家（地区）市场需求，突

显市场前瞻性和领先性。 

4、环保风险  

公司属于轻工行业中的日用化工行业，产品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废气、废水和固体废物等污染性排放物，如果处理不当会造成

环境污染。虽然公司严格按照有关环保法规及相应标准对上述污染性排放物进行了有效治理，“三废”排放达到了环保规定标

准。但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全面实施，国家环保政策将日益完善，国家及地方政府可能在将来颁

布新的法律法规，提高环保标准，为此公司需在不断提高完善环境保护措施的同时，进行技术改造、研究开发更环保节能的

生产方式，在生产环保产品的同时做到环保生产。 

 5、募投项目实施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经通过科学缜密的论证，并做了详细投资预算，但受基建材料和设备涨价、项目建设周期延长等因素

影响，将导致项目建设成本提高，产能释放延期的风险，从而影响项目投入产出回报水平。若在项目达产后，由于市场需求

发生不可预测的变化、竞争对手能力增强等原因，公司产品市场销售将面临一定的风险。同时，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

产 16,000 吨环保型胶印油墨项目”建成后，公司产能将有较大增幅，面临着产能过剩的风险。公司在确定投资该项目之前已

经对项目可行性进行了充分论证，产能扩张与市场需求和公司销量快速增长趋势相一致，公司需把握行业良好的发展趋势，

提升产品的环保性能，适应市场对绿色印刷发展的需要，顺利消化新增产能；此外，公司要切实利用本次募投项目“技术中

心能力提升项目”提高公司的技术水平，从而进一步提高公司整体竞争优势，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和确保公司持续稳定发展。 

6 公司规模扩大带来的管理风险 

上市后公司规模逐渐扩大，公司面临着资源整合、技术开发、市场开拓等方面新的挑战，由于经营活动日趋复杂，公司的管

理模式和人员结构也需要作出相应调整或改变，以适应公司发展的需要。此外，公司也面临人才瓶颈的风险。对此，公司已

依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且建

立了包括关联交易制度、独立董事制度等在内的各项制度，公司将在治理结构、运营管理、资金管理、内部控制等方面不断

创新管理机制，注重内部培养形成多层次的人才梯队，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制定激发人才创造才能的奖励政策和分配机制，

提高公司管理层素质、管理水平以适应公司规模迅速扩张的需要。 

 

（三）核心竞争力 

 (1)技术优势 

公司技术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产品干燥快、光泽高、耐磨性强和环保上，以及产品被众多客户认同等方面。 

公司自主研制开发的快干亮光型、高光泽型和高耐磨型三大系列油墨产品性能指标都远超行业标准，具有较好的市场适用性

和领先性。通过不断提高产品的光泽度、耐磨性、耐晒等级和透光性等指标，在国内已有效替代了相关进口产品，在北美、

欧盟、日本、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地区）也获得了当地客户的认可。 

公司专注于环保产品的开发，通过对“植物改性油基”和对应树脂的系列研发，公司已生产、研发出大批环保新产品，其中

拥有专利知识产权的高降解环保型油墨已进入了市场。公司产品不但已通过了瑞士 SGS 认证、欧盟 REACH 预注册和美国大

豆协会认证，而且更获得了国家绿色环保油墨的认证，为国家火炬计划立项项目执行单位，公司产品具有良好的环保性能。 

公司产品被广泛运用于食品、电子、化妆品、化工、汽车等多个行业的最终产品包装、企业宣传册的印刷中，为公司发展提

供了坚实的基础。良好的客户基础为公司行业品牌带来高度认知度，2011 年公司产品被评为江苏省名牌产品。 

（2）生产、销售模式的优势 

公司采取的基墨生产模式、扁平化的销售模式为公司获得远高于市场增长率的增长速度。 

公司生产环节采取基墨生产模式。公司已建立了红、黄、蓝三组基墨工艺线，黑色基墨工艺线目前也进入生产调试阶段。基

墨及基墨组工艺线的运用有效提高了公司的运营效率，大幅度降低经营成本，提高了整体产品制造柔性和稳定性。 

公司销售环节采取扁平化销售模式。公司扁平化的销售模式能有效消除我国胶印油墨行业常采用的多级经销模式中市场信息

反馈缓慢，流通库存较大，恶性竞争等不足；通过对经销商提供共同开发客户管理、技术培训、品牌支持等多层次服务，使

公司更有效了解市场变化，产品获得了良好市场认同。同时由于减少了销售渠道的中间环节，有效的保证了产品的市场议价

能力，削弱了由于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带来的不利影响，促进了公司产品的毛利率水平和销售回款

的顺利收回。 

2011 年公司依靠先进的生产、销售模式在产能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产品实现了较好的市场销售，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了 24.76%。 

（3）地域经济优势 

公司地处我国长三角区域，良好的地域优势在市场竞争中有效地保证了公司的业务持续发展。长三角属于我国经济发展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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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域之一，公司扁平化销售模式具有有效贴近经销商服务的能力，长三角地区良好的市场需求为公司快速提供附加服务、

控制销售成本提供了重要基础。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由于我国具有原材料品质、价格和产量优势，使得公司产品具有较高性

能指标，保证了产品国外销售毛利率水平。 

（4）管理优势 

公司非常注重产品质量管理，公司是国内同行业中最先通过 ISO9001、ISO14001 和 SGS 等多项认证的企业之一。公司已建立

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对原材料供应、生产、销售、研发等各个环节进行了标准化管理和控制，有效地保证了公司产品质量

和公司声誉。 

 

（四）发展战略 

董事会认为，随着《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发布、公司成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应当

紧紧抓住国家以文化产业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有利时机，实施产品生产和资本运作相结合的发展战略，充分发挥上市公

司的管理优势、品牌优势、资本优势，进一步规范公司管理制度，优化人力、物力、财力的匹配，完善公司治理，扩大生产

经营规模。坚持技术促发展的方针不变，进一步加大在资金投入上向研发部门的倾斜，充分调动本公司研发人员的工作积极

性，保持公司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的技术领先性。坚持业务模式创新的思路不变，借助行业领先的基墨生产模式和扁平化销售

模式，提升产能、提高销售及售后的及时性、科学性，增强客户的满意度，进一步扩大公司产品的市场；同时针对国内外客

户的不同需求，相应的调整公司的销售策略，争取在销售总量、营业利润方面能稳步增长。加强在建项目的管理力度，保证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争取该项目尽快达产，为公司的下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充分利用上市公司的资本优势，合理

的安排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向产业链的上游发展，消减原材料品质、价格波动因素对公司生产的影响，提高产品的质量、

利润率，确保公司的持续发展。  

5.2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单位：万元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

减（%） 

高光泽型胶印油墨 6,408.18 4,855.99 24.22% 14.95% 21.09% -3.84% 

高耐磨型胶印油墨 5,600.08 4,523.77 19.22% 15.89% 27.56% -7.39% 

快干亮光型胶印油墨 16,925.89 13,760.44 18.70% 33.98% 42.01% -4.60% 

其他胶印油墨 609.04 560.32 8.00% -4.92% 1.35% -5.69% 

合计 29,543.19 23,700.51 19.78% 24.76% 33.16% -5.06% 

5.3 报告期内利润构成、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 财务报告 

6.1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2 重大会计差错的内容、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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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4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