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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福斯特应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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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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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17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拟以 2017年末总股本 402,000,0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 6 元（含税）现金红利，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3股，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241,200,000元，转增 120,600,000 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 522,600,000股。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以后年度。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

施。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福斯特 603806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章樱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锦北街道西墅街407号 

电话 0571-61076968 

电子信箱 fst-zqb@firstpvm.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主要业务情况说明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光伏封装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光伏封装胶膜和背板是太阳能电池组

件关键封装材料，对太阳能电池组件起到封装和保护的作用，能提高组件的光电转换效率，并延

长组件的使用寿命。 

报告期内，受行业需求增长的影响，公司共计销售光伏封装胶膜 5.77亿平米，比上年同期增

长 23.52%；背板产品由于去年完成国内大客户的导入，以及加强在央企及电站终端客户的推广，

全年销售量增长显著，共计销售 3,734.61万平米，比上年同期增长 88.92%。 

报告期内，虽然公司主导产品光伏封装胶膜和背板产品的销量增长，但由于受产品平均销售

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及原材料平均采购价格上涨的影响，共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8,519.20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30.97%。 

（2）经营模式情况说明 

1、采购模式：公司的主要原材料为 EVA树脂。EVA树脂为石油的衍生品，公司主要和国内外

大型石化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通过进口方式采购，其他生产原辅材料主要直接向国内

外生产厂家采购，少量通过经销商采购。 

2、生产模式：公司采取“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生产部根据销售订单情况制定生产计划并

组织实施。同时，根据行业特性以及主要客户群体较为稳定的特点，对常规产品进行少量的备货。 

3、销售模式：公司主要以自有品牌向下游企业客户（主要是国内光伏组件厂商，部分为国外

客户或其代理商）直接销售。每年公司和下游客户签订框架协议，约定全年供需数量、规格等，

具体根据客户下达的订单安排发货和结算。 

（3）行业情况说明 

公司隶属于光伏行业的封装材料领域，是全球光伏封装材料的龙头企业。光伏封装材料的销

售情况和光伏行业的新增装机容量紧密相关。 

报告期内，得益于 2016年下半年光伏组件价格的大幅下降，下游终端电站的投资热情持续高

涨，特别是国内市场，受“630”政策、分布式爆发、领跑者计划、光伏扶贫项目等因素的影响，

全年光伏组件的出货量及电站装机量持续保持高位，根据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数据显示，中国

2017年度新增装机量 53GW，同比增长 53.6%，连续 5 年位居世界第一，累计装机达到 130GW，连

续 3 年位居全球首位，分布式成为 2017 年市场发展的新亮点，全年新增装机量超过 19GW，在新

增装机量占比超过 36%，户用光伏也风起云涌，2017年被称为户用光伏发展的“元年”，光伏发电



从原来的高端神秘逐步开始真正直接面对市场消费者。国外市场方面，印度、美国、墨西哥、中

东等新兴市场需求快速增长。全球组件行业继续向低制造成本的中国、东南亚聚集，欧洲

SolarWorld宣布破产、美国 Suniva 宣布破产保护、Sunpower 裁员并关停部分菲律宾产线、松下

关闭部分电池片产线并重整光伏业务。 

造成国内外光伏组件行业发展如此鲜明对比的原因，一方面是国内光伏企业不断通过技术提

升实现降本增效，增加产品和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得益于国家对光伏行业一系列的扶持

政策。2017年 2月，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推出绿色电力证书，符合条件的光伏发电项目可以通过

申请“绿证”获得绿色电力身份证明，通过市场自主交易寻找优质买家，解决了部分光伏电站苦

等政府补贴的问题。2017 年 11 月，国家发改委、能源局正式下发关于《关于开展分布式发电市

场化交易试点的通知》，分布式能源在被动接受调度指令管理多年之后，可以主动参与市场交易，

在满足相关技术条件下，可以选择就近销售电量，部分解决了电往哪里去的问题，分布式能源作

为增量市场主体参与电力市场竞争，堪称是中国电力市场化进程的里程碑，对于分布式能源而言

也将进入新的成长周期。 

在光伏行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相应的风险性因素。根据 2017年 12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

的《关于 2018年光伏发电项目价格政策的通知》，2018年 1月 1日之后投运的光伏电站Ⅰ类、Ⅱ

类、Ⅲ类资源区标杆上网电价每千瓦时分别下调 0.10 元，2018年 1月 1日以后投运的、采用“自

发自用、余量上网”模式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全电量度电补贴标准降低 0.05元，发电补贴进

一步下调。随着光伏企业产能的不断扩张，2018年度国内硅料、硅片和电池片的新增产能将集中

释放，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追求组件低成本和高转换效率将成为市场的主流，部分落后产能将

很快被市场淘汰，组件价格大概率将发生大幅降价，光伏制造行业将迎来一次较大洗牌，光伏行

业将进入平价上网的大周期。 

未来三年是光伏行业实现平价上网的关键时期，市场份额将向有技术、资金、管理优势，能

够持续投入新技术和新装备的企业集中，只有领先企业才能获取超额收益。公司将积极把握行业

竞争格局升级的重要发展机遇，充分发挥自身竞争优势，提升市场份额和行业竞争地位。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5,703,364,920.90 5,496,516,603.71 3.76 4,834,987,018.23 

营业收入 4,584,919,761.58 3,951,607,265.23 16.03 3,332,804,771.4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585,192,012.41 847,735,895.32 -30.97 647,294,574.9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43,756,897.94 774,332,717.00 -29.78 575,288,385.5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5,026,890,215.05 4,840,008,020.30 3.86 4,268,541,920.17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42,962,049.10 295,087,958.88 -17.66 415,946,113.26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1.46 2.11 -30.81 1.6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1.46 2.11 -30.81 1.61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2.03 18.81 

减少6.78个百分

点 
16.1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1,001,512,237.24 1,254,231,623.59 1,143,480,140.56 1,185,695,760.19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00,314,599.86 149,402,104.41 120,211,929.20 215,263,378.94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74,876,294.42 151,148,592.94 107,752,629.83 209,979,380.75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11,474,489.73 113,407,184.36 -43,010,189.70 384,039,544.17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有追索权保理到期季度报告中列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定期报告中调整至筹资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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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5,65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4,105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杭州福斯特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226,290,000 56.29  质押 44,93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林建华 

 85,638,000 21.30  无  

境内

自然

人 

临安同德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 
 24,610,000 6.12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保赢 1号 
213,400 2,713,530 0.68  未知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1,746,267 1,746,267 0.43  未知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

组合 
723,490 1,428,872 0.36  未知  未知 

中国银行－易方达稳

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1,476,509 1,228,480 0.31  未知  未知 

上海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万能产品 1 
1,206,165 1,206,165 0.30  未知  未知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中信信托锐进 43

期高毅晓峰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989,634 989,634 0.25  未知  未知 

中铁宝盈资管－招商

银行－外贸信托－外

贸信托·昀沣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800,000 800,000 0.20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股东杭州福斯特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林建华先生控制的企业。其余股东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及一致行动的情况。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58,491.98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6.03%；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58,519.20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30.9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54,375.69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9.78%。 

欲了解公司详细经营情况，请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仔细阅读公司 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将苏州福斯特光伏材料有限公司、临安福斯特热熔网膜有限公司、福斯特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浙江福斯特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江山福斯特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杭州福斯特智能装

备有限公司、浙江福斯特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杭州福斯特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和福斯特材料科

学（泰国）有限公司等九家子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报告期内，苏州福斯特光伏材料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其全资子公司苏州福斯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导致合并范围减少。 

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方式 股权处置时点 处置日净资产 
期初至处置日 

净利润 

苏州福斯特新 

材料有限公司 
吸收合并 2017年 3月 31日 29,044,705.82 -158,803.70 

 

 

 

 

 

杭州福斯特应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林建华 

 

2018年 3月 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