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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80                               证券简称：易成新能                          公告编号：2018-103 

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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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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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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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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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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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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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8,928,173.32 560,543,983.26 560,543,983.26 167.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8,322,129.34 -219,706,344.95 -218,797,906.28 135.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65,627,821.07 -221,069,780.78 -220,161,342.11 24.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2,318,673.72 -195,015,515.44 -195,015,515.44 83.4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58 -0.4370 -0.4352 135.8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58 -0.4370 -0.4352 135.8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0% -7.06% -7.15% 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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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29,309,363.82 6,692,133,273.92 6,323,796,550.55 -6.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03,042,340.91 2,189,190,492.12 1,824,720,211.57 4.2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8,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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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 50,335,500 

中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3% 17,223,574    

宋贺臣 境内自然人 2.11% 10,597,409    

姜维海 境内自然人 1.54% 7,722,164    

新疆汇中怡富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9% 7,000,000    

利得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利得资本－利

得盈 2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38% 6,960,287    

彭皓喆 境内自然人 1.32% 6,661,32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6% 5,350,300    

河南省兆腾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0% 3,000,000    

吕强 境内自然人 0.52% 2,602,29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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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中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7,223,574 股，实际合计持

有 17,223,574 股。公司股东新疆汇中怡富投资有限公司，通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70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700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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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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07 月 20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 6 亿元公司债券，参照下述要求披露公司债券信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 
15 易成债 118329 2015 年 07 月 20 日 2020 年 07 月 21 日 9,000 9.28% 

注: 2015 年 07 月 20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 6 亿元公司债券，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2018 年）付息日

将其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本公司。2018 年 7 月 23 日，公司已完成了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及回售业务， 

"15 易成债"的回售数量为 5,100,000 张，剩余托管量为 900,000 张。 

（2）公司报告期末和上年末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61.40% 65.06% -3.66%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3 -1.35 3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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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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披露 

光伏产业链相关业 

1、报告期内的主要工作 

2018 年上半年是公司“三次创业”的攻坚年，在公司董事会的正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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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优化产品产业结构、提升核心市场竞争力、强化内部管

控流程、盘活存量资产等多种手段，不断提升生产经营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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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加快推进转型发展步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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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晶硅片切割技术转型升级的顺利开

展，公司将其持有的晶硅片切割刃料业务相关的资产转让给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具体包括：易成新材 100%

股权、新路标 100%股权。在以上交易之前，公司先做内部资产整合，将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万盛新持有

的晶硅片切割刃料业务相关资产和部分负债划转至易成新能全资子公司易成新材。通过本次资产出售，公

司将晶硅片切割刃料业务从上市公司主体实现剥离，公司保留业务包括：金刚线的生产与销售、太阳能电

站建设、高效单晶硅电池片的生产与销售、负极材料生产与销售、节能环保、锂电储能等业务。本次交易

有利于公司优化业务结构，促进公司向“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产业的战略转型，并提升资产质量，

降低运营成本，提升盈利能力，极大改善了公司业务的经营局面。 

二是加快高效单晶硅电池片（二期）项目建设，提升市场竞争力。高效单晶硅电池片项目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发展潜力大、市场前景好、科技含量高的项目，2018 年上半年，公司不断加大技术研发投入，积

极加快实施平煤隆基新建年产 4GW 高效单晶硅电池片（二期）项目, 进一步拓展太阳能光伏产业布局，

丰富并优化业务结构，加快转型升级步伐，提升公司盈利能力，促进员工就业发展，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

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是提升石墨负极材料的生产工艺，拓展销售渠道。公司锂离子电池用炭石墨负极材料项目的市场开

发工作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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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是提升了资金运作效率，控制运营成本。2018 年上半年，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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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公司积极压减应收账款，

加大货款回款力度，针对部分重点客户资金沉淀过多问题，预判光伏市场价格走势，拓展合作渠道，冲抵

应收账款，有效地盘活了沉淀资金。 

五是深化内部改革，健全绩效考核机制。公司着力提高企业改革和管理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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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以工作业绩为导向的绩效考核机制，对公司管理人员年度工作业绩进行客观、公正、合

理地评价，激发了管理干部的潜能，提高了工作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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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加强科技创新升级，强化产学研一体合作。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平台作用，公司注重加强科技创新，

稳步推动一系列科研项目的顺利进行, 强化产学研一体合作,继续与各大高校深入展开合作,为公司各产业

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截至报告期末，已累计取证 94 项，其中发明专利 23 项，实用新型专利 7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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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29 亿元，比上年度末减少 6.24%；负债总额为 36.41

亿元，比上年度末减少 11.51%；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总额为 19.03 亿元，比上年度末增加 4.29%；资产

负债率为 61.40%，比上年度末减少 5.62%。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内公司出售子公司易成新材及新路标

100%股权影响。 

（2）经营状况 

2018 半年度公司合并报表营业收入完成 14.99 亿元，较 2017 半年度增加 9.38 亿元，同比增加 167.41%；

主要原因为： 

一是增收方面：电池片业务较 2017 半年度增加 120,462.56 万元, 石墨产品业务较 2017 半年度增加

2,475.06 万元,光伏工程业务较 2017 半年度增加 485.26 万元,合计增加 123,422.88 万元。 

二是减收方面：晶硅片切割刃料业务收入较 2017 半年度减少 18,349.34 万元；废砂浆回收利用业务收

入较 2017 半年度减少 2,699.43 万元；硅片切割业务收入较 2017 半年度减少 32.93 万元；金刚线业务收入

较 2017 半年度减少 4,412.87 万元；污水处理业务较 2017 半年度减少 706.08 万元；其他产品业务收入较

2017 半年度减少 3,383.81 万元；减收合计 29,584.46 万元。 

（3）盈利状况 

2018 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832.21 万元，同比上升 135.80%；主要原因为：本报

告期内公司出售子公司易成新材及新路标 100%股权形成投资收益 21,457.01 万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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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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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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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共 41 户，具体包括： 

子公司名称 级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开封万盛新材料有限公司 一级 100 100 

河南华沐通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一级 40 40 

开封恒锐新金刚石制品有限公司 一级 100 100 

上海恒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一级 100 100 

河南中平瀚博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一级 76 76 

疏勒县利能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一级 100 100 

河南易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一级 100 100 

扎鲁特旗通能光伏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一级 100 100 

平煤隆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一级 50.2 50.2 

河南易成新能碳材料有限公司 二级 76 76 

河南易成瀚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二级 76 76 

开封易成瀚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二级 51 51 

开封市华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二级 40 40 

河南华沐能信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二级 40 40 

河南华沐通途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二级 40 40 

河南华沐通途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二级 40 40 

项城市南华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二级 40 40 

项城市永华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二级 40 40 

项城市范华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二级 40 40 

项城市奥博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二级 40 40 

项城市奥旗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二级 40 40 

项城市华店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二级 40 40 

项城市华寺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二级 40 40 

项城市华乐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二级 40 40 

项城市华沐方孔新能源有限公司 二级 40 40 

江苏华之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二级 40 40 

河南华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二级 40 40 

郑州华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二级 40 40 

北京华沐创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二级 40 40 

徐州华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二级 40 40 

南通华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二级 40 40 

无锡华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二级 40 40 

无锡华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二级 40 40 

建湖华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二级 40 40 

宜兴华悦新能源科技新公司 二级 40 40 

河南中铁通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二级 40 40 

民权华沐通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二级 40 40 

河南晶亿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二级 40 40 

烟台市华都光伏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三级 40 40 

襄阳华亿兴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三级 40 40 

洛阳合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三级 40 4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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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次 变更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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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易成瀚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二级 投资设立 

项城市华沐方孔新能源有限公司 二级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2、本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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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级次 变更原因 

平顶山易成新材料有限公司 一级 出售股权 

新疆新路标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一级 出售股权 

上海中科易成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二级 出售股权 

海东市贵强硅业科技有限公司 二级 出售股权 

大理华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二级 注销 

郑州市融华新能源有限公司 二级 持股比例下降 

郑州市寰隆新能源有限公司 二级 持股比例下降 

河南晟融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二级 持股比例下降 

 

 

 

 

 

 

 

 

 

 

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陈文来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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