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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80               证券简称：易成新能              公告编号：2017-066 

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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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孙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江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江泳声明：保证年度报

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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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成新能 股票代码 30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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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泳 常兴华 

办公地址 河南省开封市精细化工产业园区 河南省开封市精细化工产业园区 

电话 0371-27771026 0371-27771026 

电子信箱 zqb@ycne.com.cn zqb@ycne.com.cn 



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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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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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543,983.26 1,159,475,861.89 1,159,475,861.89 -51.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元） 
-219,706,344.95 1,826,358.99 1,826,358.99 -12,129.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元） 

-221,069,780.78 289,227.14 289,227.14 -76,534.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195,015,515.44 -67,088,626.19 -67,088,626.19 -190.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370 0.0036 0.0036 -12,238.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370 0.0036 0.0036 -12,238.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06% 0.06% 0.06%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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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43,291,748.02 6,247,809,792.90 6,637,838,897.44 4.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元） 
3,008,083,681.68 3,242,510,718.65 3,542,131,542.62 -15.0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3,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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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0.02% 100,671,09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金鹰稳健成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16% 15,900,000    

宋贺臣 境内自然人 3.01% 15,127,409  质押 4,300,000 

姜维海 境内自然人 2.53% 12,72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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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金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9% 10,500,000    

新疆汇中怡富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9% 7,0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6% 5,350,300    

吴建东 境内自然人 0.78% 3,910,900    

河南省兆腾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0% 3,000,000    

平顶山煤业（集团）大庄

矿劳动服务公司 
国有法人 0.37% 1,880,75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平顶山煤业（集团）

大庄矿劳动服务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关系；中金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与新疆汇中怡富投资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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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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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1）报告期内的主要工作 

2017年上半年，国内外经济环境纷繁复杂，在公司董事会的坚强领导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公司

坚定“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发展战略，立足转型发展，加快项目建设，结合市场形势适时调整公

司产业布局，充分挖掘新业务的市场潜力，按照既定经营目标，重点做好了如下主要工作： 

一是调整传统切割刃料业务。为响应国家制造业淘汰落后产能需要，并结合晶硅片切割行业的技术变

化，适时调整了切割刃料等相关业务。为保证切割刃料技术转型升级的顺利开展，公司对碳化硅切割刃料

及相关业务进行了调整，在稳固优质客户的同时，减少资金流出和占用，优化公司产品结构。加快电镀金

刚线的项目建设，最大限度降低传统业务对公司的影响，创新营销模式、拓展市场销售，提升公司产品市

场占有率。 

二是提升石墨负极材料的生产工艺，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加快年产1万吨锂离子电池用炭石墨负极

材料项目工程建设。同时，该项目的市场开发工作也取得了阶段性的突破，成功地打开了国内外市场，产

品的品牌已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另外，在技术研发能力上，着重改进产品的工艺技术，为保证产品能够满

足市场、客户对动力电池的性能要求，公司对项目生产的各个环节都做出了严格的要求与管控，提高研发

能力，完成负极材料工艺技术的改进。 

三是稳步推进资源整合，加快推进转型发展步伐。上半年，公司收购完成了平煤股份持有的平煤隆基

50.20%的股权，公司新增年产2GW高效单晶硅电池片项目，与公司的主营业务形成协同效应，公司下一步

将扩建高效单晶硅电池片项目产能至4GW，进一步拓展太阳能光伏产业链条，丰富并优化业务结构，增强

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四是提升了资金的运作效率，更好地控制了运营成本。公司上半年通过多个方面拓宽融资渠道，改善

公司运营所需的资金环境，为优质项目的快速建设提供了强而有效的资金支持；对部分客户采用组件易货

贸易等方式调节资金流转压力，加大合作力度，拓宽合作渠道，有效地盘活了沉淀资金。 

五是深化内部改革，企业管理持续进步。充分发挥各基层单位的创新创效意识，在公司内部实施资产

经营责任制度，将利润指标量化分解到各个单位，具体到责任人，做到奖罚分明。强化内控执行力度，梳

理完善公司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进一步促进公司管理制度化，工作流程程序化。同时公司加快推进人力

资源结构和薪酬结构调整优化。推行绩效导向的薪酬体系，扎实推进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煤矿员工转岗工作，

解决了公司发展过程中的人员紧张问题。 

六是加强科技创新升级，强化产学研一体合作。继续发挥科技创新平台作用，充分利用省级企业技术

中心、河南省碳化硅粉体材料工程技术中心、河南省先进碳化硅材料重点实验室、河南省锂电池负极材料

工程研究中心等平台效应。稳步推动一系列科研项目的顺利进行；同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截至报告期

末，已累计申报专利294项，已取证263项（其中发明专利57项、实用新型专利205项、外观设计1项），正

在审查31项；本报告期共申报各类专利18项，获取授权10项；产学研合作再上新台阶，继续与美国斯坦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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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就联合研发锂电池硅碳负极材料，与中科院过程所就“废硅料循环利用再生高纯硅项目”深入展开合

作，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厦门大学就锂电储能产业发展展开深度合作；为公司未来在锂电储能产业的发展

奠定坚实的基础。 

（2）报告期内的指标变化 

①资产负债状况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合并报表资产总额为69.43亿元，同比增加4.60%；负债总额为35.80亿元，同

比增加20.11%；净资产总额为33.64亿元，同比减少8.04%；资产负债率为51.55%。同比增加6.66%。主要

原因为：报告期内公司现金购买平煤股份持有的平煤隆基50.20%的股权，电镀金刚线项目和负极材料项目

投资及其他业务资金需求增加，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②经营状况 

2017半年度公司合并报表营业收入完成5.61亿元，较2016半年度减少5.99亿元，同比减少51.66%；主

要原因为：一是增收方面：金刚线业务收入较2016半年度增加5,828.53万元；新增污水处理业务收入

3,975.57万元；石墨产品业务收入较2016半年度增加2,248.63万元；新增电池片业务收入7,454.27万元；

增收合计19,507.00万元。二是减收方面：晶硅片切割刃料业务收入较2016半年度减少42,489.20万元；废

砂浆回收利用业务收入较2016半年度减少5,023.95万元；硅片切割业务收入较2016半年度减少17,406.59

万元；其他产品业务收入较2016半年度减少14,480.46万元；减收合计79,400.20万元。 

③盈利状况 

2017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1,970.63万元，同比下降12,129.75%；主要原因为：

税金及附加较2016半年度增加411.42万元；三项期间费用较2016半年度增加2,272.69万元；资产减值损失

较2016年半年度增加16,284.35万元，合计减利18,968.4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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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财务报表列报项目变更 

财政部于2016年12月3日发布了《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号）。 

《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规定：全面试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名称调整为

“税金及附加”科目，该科目核算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教育费附加及

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等相关税费；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

金及附加”项目。会计政策变更影响如下： 

项目 对本年财务报表的影响 对期初财务报表的影响 对上期财务报表的影响 

管理费用 --- --- -2,244,058.66 

税金及附加 --- --- 2,244,058.66 

净利润 --- --- --- 

公司按上述文件规定自2016年5月1日起将上述管理费用中所涉及到的相关费用调整至税金及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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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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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共16户，具体包括：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平顶山易成新材料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开封万盛新材料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新疆新路标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河南华沐通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 40.00 40.00 

开封恒锐新金刚石制品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上海恒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河南中平瀚博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 40.00 40.00 

疏勒县利能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河南易成瀚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河南易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扎鲁特旗通能光伏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平煤隆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 50.20 50.20 

开封市华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河南易成新能碳材料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郑州智图电力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河南华沐能信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2、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

体 

名称 变更原因 

平煤隆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郑州智图电力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3、本期不存在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委托经营或出租等方式丧失控制权

的经营实体。 

 

 

 

 

 

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孙毅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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