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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65                               证券简称：首航节能                               公告编号：030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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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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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航节能 股票代码 002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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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保源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 188 号总部基地 3 区

20 号楼 
 

电话 010-52255555  

电子信箱 byzhang@sh-ihw.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空冷系统、余热发电、太阳能热发、海水淡化及光热发电主营业务展开经营活动。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在产品研发、市场营销和产能规模等方面的竞争力均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整体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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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继续保持健康和稳步的发展。公司主营业务为空冷系统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以及太阳能光热发

电系统的设计、生产、销售和集成，主导产品是电站空冷系统成套设备及太阳能热发电系统核心装备、成

套服务及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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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5,028,137.35 1,332,403,042.23 -56.84% 894,964,591.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39,969,687.63 93,894,583.88 -781.58% 155,035,905.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44,626,383.83 86,266,817.12 -847.25% 17,116,398.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5,863,270.10 -254,497,065.48 15.18% 191,701,253.4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21 0.0435 -679.54% 0.078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21 0.0435 -679.54% 0.07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03% 2.13% -11.16% 5.50%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8,528,773,574.19 9,266,089,014.62 -7.96% 4,471,972,621.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726,559,785.90 7,394,583,086.04 -9.03% 2,895,635,44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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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77,734.12 264,882,487.21 180,546,658.69 83,121,257.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577,039.61 38,770,871.92 -37,535,894.98 -623,627,624.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918,832.74 22,687,764.67 -38,422,424.91 -610,972,890.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0,678,506.85 -114,062,314.46 -24,443,096.90 103,320,64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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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51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75,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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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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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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首航波纹

管制造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02% 508,192,988 0 

质押 507,950,015 

冻结 508,192,988 

黄文佳 境内自然人 8.60% 218,451,932 163,838,949 质押 218,451,932 

黄卿乐 境内自然人 4.54% 115,379,432 86,534,574 质押 115,295,429 

安信基金－农

业银行－华宝

信托－安心投

资【6】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4.47% 113,595,933 0   

长安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信托－

民生定增 1 号

单一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68% 93,298,194 0   

浙江浙企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东方邦

信赤孝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66% 93,008,124 0   

泰达宏利基金

－浦发银行－

云南信托－云

信富春 23 号

（浙融）单一资

金信托 

其他 2.24% 56,797,967 0   

北京三才聚投

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1% 56,088,879 31,893,750   

北信瑞丰基金

－渤海银行－

华润深国投信

托－华润信

托·增利 40号单

一资金信托  

其他 2.02% 51,394,570 0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四组合  
其他 1.44% 36,584,61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北京首航波纹管制造有限公司是公司第一大股东。黄文佳、黄卿乐为北京首航波

纹管制造有限公司的股东，分别持有该公司 27.36% 、18.28%的股份。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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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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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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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在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575,028,137.35元，同比下降56.84%%；实现营业成本497,662,955.30

元，同比下降50.6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39,969,687.63 元，同比下降781.58%，主要是由于

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较大；空冷业务原材料成本上升,毛利率下降；100WM光热发电业务正在建设期,未

产生效益。财务费用下降1507.43%是由于公司存款利息增加较多。公司光热业务在手订单30.85亿元推迟执

行，预计对2019年及2020年产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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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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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冷系统 368,679,183.52 1,044,949.33 0.28% -45.53% -33.52% -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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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冷配件 17,558,493.08 6,702,489.84 38.17% -84.61% -77.1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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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在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575,028,137.35元，同比下降56.84%%；实现营业成本497,662,955.30

元，同比下降50.6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39,969,687.63 元，同比下降781.58%；主要是由于

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增加较大,另一方面,空冷业务原材料成本上升,毛利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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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公司根据上述通知，调整以下财务报表科目的列报，并相应

调整可比会计期间的数据： 

（1）原“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2）原“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和“其他应收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收款”项目； 

（3）原“固定资产清理”和“固定资产”项目合并计入“固定资产”项目； 

（4）原“工程物资”和“在建工程”项目合并计入“在建工程”项目； 

（5）原“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6）原“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和“其他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付款”项目； 

（7）原“专项应付款”和“长期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长期应付款”项目； 

（8）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原计入“管理费用”项目的研发费用单独列示为“研发费用”项目； 

（9）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列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本公司执行此项会计政策对列报前期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的影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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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 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度金额 

增加+/减少- 

1 

应收票据 -145,720,308.80 

应收账款 -1,053,630,600.99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199,350,909.79 

2 
应收利息 -2,922,092.92 

其他应收款 +2,922,092.92 

3 
在建工程 +26,715,165.04 

工程物资 -26,715,165.04 

4 

应付票据 -163,433,627.80 

应付账款 -441,208,098.12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604,641,725.92 

5 
应付利息 -2,929,657.17 

其他应付款 +2,929,657.17 

6 
管理费用 -40,301,918.62 

研发费用 +40,301,91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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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公司新设子公司西藏鑫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首航雄安科技有限公司、首航洁能科技有限公司。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9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同比扭亏为盈 

同比扭亏为盈 

2019 年 1-3 月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万元） 
2,000 至 2,800 

2018年 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757.70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报告期内各项目及优化设计服务收入增加；2、报告期收到政府补助。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4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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