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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00                               证券简称：岱勒新材                               公告编号： 

长沙岱勒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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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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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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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824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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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岱勒新材 股票代码 30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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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家华 揭磊磊 

办公地址 长沙高新开发区环联路 108 号 长沙高新开发区环联路 108 号 

传真 0731-84115848 0731-84115848 

电话 0731-89892900 0731-89892900 

电子信箱 diat@diamsaw.com diat@diamsaw.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国内一家专业从事金刚石线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为晶体硅、蓝宝石、磁性材料、精密陶瓷等硬

脆材料切割提供专业工具与完整解决方案。 

    公司产品主要用于晶体硅、蓝宝石等硬脆材料的切割。硅片主要应用于太阳能光伏产业；蓝宝石薄片主要用作LED照明

设备衬底、各类消费电子产品和高档手表屏幕、智能穿戴设备防护屏、高端军工设备显示屏等，如苹果iphone5、6手机的home

键、摄像头屏幕和iwatch手表。随着光伏和蓝宝石应用市场的快速增长和技术升级更新的变化，金刚石线切割技术以其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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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快、加工精度高、切割损耗低、效率高且环保等综合优点，已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内外圆及砂浆切割技术，成为硬脆材料

切割领域的主流技术。 

公司是国内第一家掌握金刚石线研发、生产技术并大规模投入生产的企业，是国内领先的金刚石线制造商，是我国替代进口

金刚石线产品的代表企业。报告期，公司金刚石线产销量居国内行业前列。公司生产的金刚石线目前已出口至台湾、俄罗斯

等地区，覆盖全球一百多家知名光伏、蓝宝石加工企业。典型客户包括隆基股份、晶龙集团、阳光能源、申和热磁、保利协

鑫、中环股份、卡姆丹克、台湾友达、比亚迪、四川永祥、昱辉阳光能源、俄罗斯Monocrystal、蓝思科技、晶美材料、云

南蓝晶、伯恩光学、哈尔滨奥瑞德、水晶光电、晶盛机电等全球知名光伏、蓝宝石加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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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435,454,577.92 185,441,341.42 134.82% 132,078,999.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1,347,272.30 39,299,875.56 183.33% 30,561,012.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7,766,319.68 37,610,256.96 186.53% 26,970,887.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774,952.60 11,937,628.38 23.77% 20,857,778.7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66 0.64 159.38% 0.4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66 0.64 159.38% 0.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98% 18.22% 14.76% 16.90%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993,413,806.67 418,120,985.10 137.59% 316,824,801.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33,295,355.87 235,300,308.29 126.64% 196,000,43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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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77,296.04 109,859,001.41 128,143,858.26 143,974,422.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238,348.26 25,699,642.86 31,517,286.34 42,891,994.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766,598.26 24,724,184.99 31,520,575.84 40,754,960.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79,120.86 1,005,268.69 10,857,210.20 1,533,35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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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4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1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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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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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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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志明 境内自然人 23.34% 19,233,000 19,233,000   

杨辉煌 境内自然人 14.06% 11,586,000 11,586,000   

费腾 境内自然人 4.03% 3,321,000 3,321,000   

北京启迪汇德

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91% 3,222,000 3,222,000   

上海祥禾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89% 3,204,000 3,204,000   

上海祥禾泓安

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76% 3,102,000 3,102,000   

江苏高投中小

企业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24% 2,670,000 2,670,000   

上海鸿华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59% 2,136,000 2,136,000   

广东启程青年

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7% 1,956,000 1,956,000   

江苏高投创新

价值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8% 1,548,000 1,548,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段志明与杨辉煌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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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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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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年度经营目标开展工作，深化经营管理创新，规范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内部运营流程，有效

地控制了公司的运营成本和经营风险，有序地推进各项管理流程，提升了公司运营效率。 

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45.46万元，同比增长134.82%；实现营业利润12,692.49万元，同比增长288.08%；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134.73万元，同比增长18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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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硅切割用金刚石

线 
348,079,572.38 162,576,391.62 46.71% 192.75% 223.18% 4.04% 

蓝宝石切割用金

刚石线 
86,940,859.49 48,694,713.86 56.01% 31.58% 43.38%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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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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发展战略和年度经营计划，积极推进各项工作的贯彻实施，公司经营计划主要围绕深化和巩固主营业

务、优化治理结构、提升管理水平等方面展开工作。2017年度，公司营业收入43,545.46万元，同比增长134.82%;营业成本

22,400.86万元，同比增长121.9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11,134.73万元，同比增长18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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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计政策变更及影响 

（1）本公司自2017年1月1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号）相关

规定，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该项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将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科目核算 增加其他收益1,881,227.00元 

（2）本公司自2017年5月28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及终止

经营》（财会〔2017〕13号）相关规定，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该项会计政策变更无影响。 

（3）本公司自2017年1月1日采用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

30号）相关规定。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利润表新增“资产处置收益”行项目，并追溯调整。 减少上年营业外收入20,491.25元；减少本年营业外

支出99,095.2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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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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