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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63                 证券简称：先锋新材                      公告编号：2019-046 

宁波先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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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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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锋新材 股票代码 30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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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军 焦贺莲 

办公地址 宁波市海曙区集士港镇汇士路 8 号 宁波市海曙区集士港镇汇士路 8 号 

传真 0574-88003131  0574-88003131  

电话 0574-88003135 0574-88003135 

电子信箱 xj622972@sina.com jiao_hl032628@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遮阳面料 

公司主要从事高分子复合遮阳材料（阳光面料）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的主要产品是由高强

度涤纶丝或者玻璃纤维丝外部均匀包覆高分子复合材料后织造而成，具有节能、环保、耐久、阻燃等优点，

公司产品高分子复合遮阳材料符合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向，属于国家大力鼓励发展的新材料行业，

其产品用于建筑遮阳，具有双效节能效果，可以大幅降低空调用电和照明用电。同时可以广泛应用于建筑

工程行业以及其他工业用纺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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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整合化工、单丝复合、织造、材料热处理等领域的技术，公司拥有独立的核

心技术和专利，独立开发出众多高分子复合遮阳新材料，打破了国外企业在此领域的垄断地位，产品替代

进口并大量出口，另外开发出3个世界上领先的独一无二的高分子复合遮阳新材料新产品。公司具有独立

自主开发的核心生产技术，具有持续的创新能力，保证了公司持续的高速成长，公司产品市场容量巨大，

可以保证公司的持续成长空间。公司具有核心市场竞争优势，在我国高分子复合遮阳材料的制造行业中具

有较为突出的行业地位。 

（二）遮阳成品 

公司在澳大利亚拥有控股子公司KRS，负责遮阳成品在澳洲的销售。KRS已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上市，

是澳大利亚领先的窗帘制造商及销售商，是澳大利亚制造和销售垂直百叶窗的领先企业。澳洲KRS公司有

多家工厂，主要从事卷帘、垂直百叶窗、窗帘、遮蓬、室内装饰品及相关组合件的生产、分销和零售。 

澳洲KRS公司的零售业务主要通过分布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销售网络进行，并拥有Kresta、Vista、

Decor2Go和Curtain Wonderland等几大品牌，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确立了较强的市场地位。澳洲KRS公司

的批发业务主要是通过Mardo这一品牌进行的。 

澳洲KRS公司主要通过开设门店和展示厅供客户参观咨询，并通过销售代表、提供产品图册等方式进

行销售推介。客户通过咨询后选择所需的产品，澳洲KRS公司销售人员根据客户所选产品类型，通过客户

提供或者员工上门实测的方式确定所需采购数量，进而形成最终的报价，并就价格与客户达成一致。 

澳洲KRS公司各门店根据客户采购需求由客户预先支付一部分订金后形成产品订单，通过系统将订单

数据传输给澳洲KRS公司相应的工厂进行生产、加工或者组装，最终将成品发送至相应的门店并根据客户

的需要提供配送、安装等服务，待客户验收货物后结清剩余货款。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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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586,967,179.08 688,800,571.33 -14.78% 762,039,939.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1,532,789.93 -27,953,728.90 -612.11% 67,923,101.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9,942,359.81 -33,760,879.00 -490.58% 47,331,870.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155,522.57 10,731,776.01 -632.58% 146,550,634.3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30 -0.060 -600.00% 0.14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30 -0.060 -600.00% 0.1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33% -3.93% -29.91% 9.57%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6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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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 875,655,773.28 1,022,750,648.90 -14.38% 1,230,000,954.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86,278,083.20 687,821,302.20 -29.30% 738,742,597.1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30,742,061.78 157,171,667.75 138,089,276.42 160,964,173.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168,280.90 -8,349,364.11 -128,935,728.75 -52,079,416.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019,896.27 -9,819,628.51 -132,546,917.57 -53,555,917.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537,585.33 2,109,440.89 -34,846,008.58 4,118,630.45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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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25,097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22,742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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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先锋 
境内自然

人 
27.44% 130,086,103 129,718,483 质押 112,080,000 

贺兰英 
境内自然

人 
5.00% 23,700,000 0   

单宇 
境内自然

人 
5.00% 23,700,000 0 质押 23,700,000 

北京中金志

远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17% 15,036,800 0   

徐佩飞 
境内自然

人 
2.06% 9,787,500 9,787,500   

鄂尔多斯市

普明煤业有

限责任公司 

境内自然

人 
1.72% 8,162,100 0   

於小迪 
境内自然

人 
1.08% 5,123,500 0   

杨传莹 
境内自然

人 
0.85% 4,037,9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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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亚群 
境内自然

人 
0.80% 3,796,875 3,796,875   

林国建 
境内自然

人 
0.44% 2,083,1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卢先锋先生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徐佩飞女士为卢先锋先生之配偶，卢亚群女士为卢先锋

先生之妹。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无限售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

行动人。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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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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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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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8,696.72万元，同比下降14.78%；实现利润总额-21,158.08万元，同比

下降2,247.7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0,153.28万元，同比下降620.95%。 

报告期内公司国内分部营收基本保持稳定，汇率变动导致出现较大汇兑收益，使财务费用同比下降

70.48%；截至2018年12月31日，控股子公司KRS公司持续亏损，严重拖累上市公司整体业绩。2019年3月15

日披露了《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剥离控股子公司KRS公司，目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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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推进中。 

（一）国内分部： 

1、销售拓展情况 

国际市场：公司持续围绕“产品对当地市场的适应性、与当地经销商共成长的能力、品牌国际影响力”

这3个关键因素开展工作，一是重视终端消费者反馈的收集，提升对国际消费者了解，提供更多创新产品；

二是深挖渠道资源，给予新兴区域和空白区域经销商资源扶持，提升订单响应速度，为经销商提供更多当

地化适销产品；三是通过国际性展会平台加深客户对公司的品牌了解，整合澳洲KRS公司的知名品牌影响

力进一步提升公司品牌形象。 

国内市场：继续推进外遮阳成品市场攻坚工作，注重开展建筑设计阶段提前介入的相关工作，积累客

户资源，以寻求突破性进展；进一步扩充和调整经销商队伍，提升客户服务水平。产品价格竞争力方面：

针对市场的变化，主动调整产品价格，维护了公司在阳光面料市场的份额。 

2、生产组织情况 

密切配合销售需求，不断提升订单响应能力和非常规订单的承接能力。 

3、技术创新情况 

公司保持在“基础材料研究、创新产品设计、电控控制系统”等方面的研发投入比重，持续跟踪国际

先进技术并尝试开展超越性开发，重视技术保密和专利保护。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共累计拥有国内

专利授权107项（其中发明专利40项、实用新型51项、外观设计16项）,共累计拥有国外专利授权48项（其

中发明专利26项，实用新型专利1项，外观实际21项）。 

（二）澳洲分部 

澳洲分部主要销售卷帘、软帘（布帘）、垂帘与户外帘，同时公司也向澳洲当地及海外的供应商采购

部分成品。 

鉴于企业文化差异、当地消费市场影响、连锁店租金成本固定等因素，KRS公司亏损额不断加大，且

短期内无法扭亏为盈，导致上市公司连续亏损，严重拖累上市公司整体盈利能力。由于KRS公司未来盈利

能力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先锋新材整体盈利预期下调。 

在澳洲分部的资产连续亏损且未来盈利能力不确定的背景下，公司对汇率风险较高、跨国并购企业整

合的投入大、产业上下游整合的成本高的海外KRS公司相关业务进行战略性放弃，减少对该业务的投资力

度，以降低相关业务盈利能力不确定对上市公司的负面影响，从而调整优化资源配置，有利于公司长期健

康发展。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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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遮阳面料 282,848,836.16 78,043,390.18 27.59% -7.38% -19.83% -4.29% 

窗饰及遮阳 304,118,342.92 163,030,973.95 53.61% -20.68% -22.18% -1.03%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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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