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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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冯江华 工作原因 彭华文 

董事 刘建勋 工作原因 杨军 

 

4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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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 2018 年度本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426,962,777.16 元，以 2018 年母公司的净利润为基数提取 10%的法定盈余公积 13,068,662.19

元，加上期初未分配利润 1,312,677,650.32元(按新会计新准则调整后)，本次实际可供分配的利

润为 832,506,303.37元。 

经研究，拟定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拟以公司 2018 年末总股本 802,798,152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40 元(含税),共计分配 32,111,926.08 元，剩余未分配

利润 800,394,377.29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本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上述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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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新材 600458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季晓康 林芳 

办公地址 株洲市天元区海天路18号 株洲市天元区海天路18号 

电话 0731－22837786 0731－22837786 

电子信箱 jixiaokang@csrzic.com linfang@csrzic.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时代新材以高分子材料的研究及工程化推广应用为核心，产品主要面向轨道交通、汽车、风

力发电、高分子新材料等市场。公司紧跟全球经济发展步伐，利用国际国内两大市场与资源、坚

持面向新兴产业、面向高端产品，面向全球整合。在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鼓励高铁“走出去”

政策的支持下，积极拓展高铁、城轨、地铁海外业务，成为轨道交通减振降噪全球领先的企业；

布局风电新能源领域，践行“两海战略”，风电叶片收入规模进入国内前三，并首度获得海外客户

叶片大单；公司通过 BOGE 公司进入国内外中高端汽车 NVH 和轻量化市场，收入规模稳定，低成

本国家产能扩张卓有成效；在高分子新材料领域，公司自主研发的聚酰亚胺薄膜已完成产业化并

实现批量销售，导热膜具备向华为、苹果、三星、VIVO 等品牌批量供货的能力，目前正在筹建二

期扩能项目；芳纶材料及制品生产线已安装完毕并完成调试，年内开始小批量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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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14,277,065,125.70 14,325,811,063.99 -0.34 13,585,782,608.24 

营业收入 11,996,046,726.38 11,399,612,587.07 5.23 11,739,490,532.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6,962,777.16 69,223,914.55 -716.79 243,683,127.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03,669,812.63 -6,868,554.64  不适用 144,974,706.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700,857,682.94 4,877,620,377.91 -3.62 4,915,387,629.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5,428,082.37 -90,562,325.32 不适用 645,234,151.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3 0.09 -688.89 0.3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68 1.41 
减少10.09个

百分点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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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3,893,558.47 2,968,301,262.56 2,774,104,167.63 3,679,747,737.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743,489.04 43,795,828.13 8,158,390.18 -512,660,484.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1,557,145.81 40,072,210.53 -8,227,803.98 -557,071,364.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3,523,197.01 226,587,626.22 -120,145,572.50 522,509,22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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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86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8,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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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292,494,103 36.43 141,376,060 无   国有法人 

中车金证投资有限公司   66,029,078 8.22   无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7,434,400 2.17   未知   国有法人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12,338,786 1.54   无   国有法人 



中车株洲车辆实业管理有限公司   8,909,666 1.11   无   国有法人 

中车资阳机车有限公司   7,179,675 0.89   无   国有法人 

中车南京浦镇实业管理有限公司   7,070,109 0.88   无   国有法人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

－多策略优选 

6,187,729 6,187,729 0.77   未知   未知 

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5,574,515 0.69   无   国有法人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2,762,593 5,162,691 0.64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 10名股东中，第 1、4、6、9名股东的控股股东同为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第

2、5、7名股东和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均为中国中车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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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完成销售收入 119.9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5.96亿元，增幅为 5.23%，主要

为风电叶片板块及轨道产品板块市场收入均有增长所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27

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4.96 亿元，降幅为 716.79%，主要原因是全资子公司德国 BOGE 在报告期

内计提商誉减值 5.30 亿元人民币。剔除计提商誉减值损失影响，本年实现净利润 1.03 亿元，较

上年同期增加 0.3亿元，增幅为 4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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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财政部先后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号）、《企业会计

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

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 号）和《企业会

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以下统称“新会计准则”）。 

2018年 8 月 23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会计政策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财政部 2017 年修订的新会计准则变更公司相关会计政策。公司自 2018年 1月 1日

起执行上述新会计准则，具体影响金额见详本报告本报告第十一章“财务报告”中会计附注“重

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五、31）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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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团本年的合并范围见附注(九)，本年合并范围变更见附注(八)。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3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