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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80                           证券简称：中材科技                           公告编号：2018-012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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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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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806,79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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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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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材科技 股票代码 002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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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志斌 贺扬、曾灏锋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板井路 69 号商务中心写字

楼 12Fa 

北京市海淀区板井路69号商务中心写字楼
12Fa 

电话 010-88437909 010-88437909 

电子信箱 sinoma@sinomatech.com sinoma@sinomatech.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新能源、新材料、节能减排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方向，集中优势资源大力发展风电叶片、玻璃纤维及

制品两大支柱型产业，重点培育第三大主导产业锂电池隔膜产业，同时从事高压复合气瓶、膜材料及其他复合材料制品的研

发、制造及销售。 

（一）风电叶片业务 

1、主要业务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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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从事风电叶片的研发、制造及销售，产品下游客户为风电机组整机商，终端用户为风电场开发商。公司目前具备年

产4,000套兆瓦级风电叶片的生产能力，拥有北京延庆、甘肃酒泉、吉林白城、内蒙锡林、江苏阜宁、江西萍乡、河北邯郸

等七个生产基地，从北到南、从东到西，覆盖了所有目标客户市场；拥有独立自主的设计研发能力，具备1MW-6MW的6大

系列59个产品型号，适用于高低温、高海拔、低风速、沿海等不同运行环境。 

2017年，在国内风电市场需求下滑的形势下，公司积极开拓市场，持续加强产品研发，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加快产品结构

升级，合计销售风电叶片4,859MW（2MW及以上产品超过80%），实现销售收入29.5亿元，净利润1.43亿元。市场占有率逆

势提升，继续领跑风电叶片市场。 

2、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风电叶片主要原材料为玻璃纤维和树脂。公司建立招标采购体系，对主要原材料进行年度招标采购，确保供应商在价格、

品质、服务等综合实力最优；搭建母子公司统一集中采购平台，对子公司的物资采购计划和资金计划进行集中管理控制，进

一步提高原材料采购的议价能力，确保公司物资采购工作的协调、统一；推行“寄售”采购模式，对主要原材料实行“零库存”

管理。 

（2）销售模式 

风电叶片下游客户为风电机组整机商，市场集中度相对较高。公司在销售工作方面重点维护大客户，兼顾开拓新市场。

公司现已全面进入国内前十名整机商供应体系，并分别与国内市占率前两位的整机商金风科技、远景能源建立了紧密的战略

合作关系；同时积极开发国内外新客户，实现了与国际一流整机商的合作，为其批量供货。 

3、行业情况 

2017年，全国风电行业需求下滑。根据全球风能理事会发布的数据，全年国内新增装机容量19.5GW，较上年同期下降

17.4%。 

随着风电技术水平提升，风电产业空间布局加速优化，政策引导促进就近并网、当地消纳，中东部和南方等低风速地区

风电开发利用水平逐步提高；随着行业的调整和整合，具备技术、规模和服务等综合竞争能力的企业将脱颖而出，市场份额

进一步扩大，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海上风电将迎来加速发展期，根据国家《风电发展“十三五”规划》，到 2020年底，

全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容量力争达到 5GW 以上，开工建设规模容量达到10GW；同时，随着中国风电设备企业技术逐

渐接近国际水平，加上政策鼓励与推进，海外市场将是中国风电设备企业寻求发展的重要市场。 

中材叶片作为行业龙头，有望持续保持竞争优势，全面拓展海上、海外市场, 进一步提升市场份额。 

（二）玻璃纤维业务 

1、主要业务概述 

公司从事玻璃纤维及其制品的研发、制造及销售。玻璃纤维年产能约80万吨，产品包括无捻粗纱、电子纱、缝编织物、

短切纤维、耐碱纤维等类别，广泛应用于交通运输、电子电器、风力发电、建筑、管道、航空航天等国民经济各个领域。 

2017年，玻璃纤维行业需求旺盛，公司紧抓市场机遇，加快设备、工艺先进的新产能建设，淘汰、置换落后产能，不断

优化产品结构，高端产品比例持续上升，生产规模、盈利能力不断提升，全年销售玻璃纤维及其制品73.8万吨，实现营业收

入53.1亿元，净利润6.95亿元，各项经营指标再创历史新高。 

2、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玻璃纤维主要原材料为叶蜡石、高岭土、石灰石、硼钙石等，主要燃料为天然气。公司实行统一采购、统一定价、统一

调剂的采购模式，并通过与资源型原材料供应商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或参股合作的形式锁定上游资源，通过技术支持、技术服

务等形式提高原料质量，构建了稳定的原材料战略保障体系，满足生产所需。 

（2）销售模式 

公司主要采用直销和代理两种销售方式，国内市场的产品约80%采用直销的方式，约20%采用经销商代理的方式。销往

海外的产品中约60%采用直销的方式，约40%采用代理的方式。公司在北美、南非、欧洲等地设有销售公司或办事处，加强

对海外市场的市场开发和直销力度。 

3、行业情况 

玻璃纤维具有质量轻、强度高、耐高低温、耐腐蚀、隔热、阻燃、吸音、电绝缘等优异性能，是一种优良的功能材料和

结构材料。目前，玻璃纤维已成为工业发展不可缺少的新材料，广泛应用于建筑与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运输、风力发电、电

子电气、新能源等领域中。 

近年，我国玻璃纤维产业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2010年至2017年，我国玻璃纤维产能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7%，高于全

球玻璃纤维产能年均复合增长率。特别是近两年随着玻璃纤维产品供求关系好转，下游应用领域不断扩展，市场景气度快速

回升，增长率达到6%。2017年，我国大陆地区玻纤产量达到408万吨，同比增长12.7%，占全球总产量的55%，中国已成为

世界规模最大的玻纤生产国。 

全球玻璃纤维市场已形成寡头垄断格局，市场集中度高，行业存在较高的技术、资金及政策壁垒。泰山玻纤为全国第二，

全球前五的玻璃纤维制造企业，产品结构优势明显，中高端产能（电子细纱、风电纱及热塑材料等）占比约为50%，未来有

望受益于电子、风电、热塑市场的升温，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力。同时，泰山玻纤引领着国内玻璃纤维产业的技术创新，其

投资的年产50,000吨电子细纱生产线产品在生产装备、工艺技术及自动控制技术等方面均有创新，填补了国内高端细纱产品

的空白。 

（三）锂电池隔膜业务 

1、主要业务概述 

近年，公司重点发展锂电池隔膜产业，锂电池隔膜是新能源电池生产的关键材料，是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终端产

品广泛的应用于数码产品、动力能源、储能电站三大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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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电池隔膜是一种高分子材料，生产工艺主要分干法工艺和湿法工艺。其中，随着电池对容量、安全性等各类性能要求

的提升，湿法隔膜具备的穿刺强度高、厚度更薄、孔径分布均匀等优势越发明显，逐渐成为市场的主流工艺产品。公司在原

有PTFE薄膜制造技术基础上，采用先进的湿法双向同步拉伸工艺制备高性能微孔隔膜。 

公司投资9.9亿元在山东滕州建设“2.4亿平米锂电池隔膜生产线项目”。目前，2条年产6,000万平米生产线已全面进入试

生产阶段，产品已送主要目标客户试装测试。计划至2018年上半年，4条生产线全部建成投产，产品实现批量销售将为公司

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 

2、行业情况 

在低碳经济理念深入人心和新能源、新材料及新能源汽车产业化发展的大背景下，锂电池产业迎来良好的发展机遇，锂

电池隔膜在全球范围内的产量呈逐年递增的趋势。2012年起，国内锂电池隔膜产量增速远超全球产量增速。2014年以来，新

能源汽车政策利好刺激锂电池膈膜产业持续快速发展，成为高度竞争、高度市场化的行业，根据高工锂电的统计数据，2010

年至2017年，锂电池隔膜市场规模的复合增长率达到34.5%。 

锂离子电池最终产品广泛应用于手机、笔记本电脑等消费类数码产品领域，及新能源汽车、储能电站等动力类应用终端

领域。近年来，消费类锂电池已进入稳定发展期，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迅猛发展，动力锂电池的市场占比不断提高，带动

国内锂电池隔膜整体市场需求快速增加，储能电池由于技术、经济性等原因尚处于市场导入阶段，但市场潜力巨大。2017

国内锂电池膈膜出货量14.35亿平米，同比增长13%。 

锂电池膈膜的生产工艺技术壁垒高、研发难度大，高端锂电池隔膜市场一直未完全实现国产化，国内膈膜需求主要依赖

进口。随着技术进步，国内膈膜产量逐渐增长，供需缺口缩小，国产隔膜替代进口趋势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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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67,819,232.27 8,968,929,124.74 14.48% 9,176,276,767.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67,283,673.98 401,403,276.47 91.15% 630,342,954.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44,227,093.87 265,026,760.24 180.81% 586,482,144.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70,234,500.34 1,082,285,420.42 -28.83% 1,399,090,918.5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510 0.5276 80.25% 0.94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510 0.5276 80.25% 0.94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23% 5.55% 3.68% 11.59%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22,439,813,210.91 20,577,047,141.09 9.05% 18,700,447,231.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772,777,833.32 7,991,116,639.99 9.78% 5,756,124,96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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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2,202,046.03 2,446,394,480.23 2,752,002,144.32 3,037,220,561.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7,004,433.83 236,536,122.88 226,435,776.85 167,307,340.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5,569,166.10 228,423,343.00 218,770,307.69 171,464,277.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5,775,901.39 476,508,029.53 294,958,681.69 114,543,69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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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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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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0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9,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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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材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0.24% 485,997,406 268,699,120   

石河子国杰股

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3.63% 29,313,000 29,313,000 冻结 15,363,510 

西藏宝瑞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46% 27,913,500 27,913,500 冻结 25,580,000 

上海易创投资

中心（有限合

伙） 

其他 3.00% 24,169,688 24,169,688 冻结 12,700,600 

南京彤天科技

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1% 17,824,000 0 冻结 7,000,000 

深圳君盛蓝湾

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1.98% 15,978,325 15,978,325 冻结 15,978,325 

平潭盈科汇通

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1.98% 15,978,325 15,978,325 冻结 15,978,325 

金风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3% 13,956,734 13,956,734   

长江养老保险

－浦发银行－

中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其他 1.34% 10,781,493 10,781,493   

全国社保基金

四一三组合 
其他 0.81% 6,505,08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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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泰山玻璃纤维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 

16 泰玻债 136377 2021 年 09 月 05 日 70,000 3.57%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报告期内，该债券尚未需要支付债券利息。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2016年8月25日，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评级”）出具了《泰山玻璃纤维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

债券信用评级分析报告》，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 

根据监管部门和联合评级对跟踪评级的有关要求，联合评级将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在每年发行人年报公告后的两个月

内进行一次定期跟踪评级，并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根据有关情况进行不定期跟踪评级。联合评级将密切关注发行人的相关状

况，如发现发行人或本期债券相关要素出现重大变化，或发现其存在或出现可能对信用等级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时，联

合评级将落实有关情况并及时评估其对信用等级产生的影响，据以确认或调整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 

2017年5月9日，联合评级出具了《泰山玻璃纤维有限公司债券2017年跟踪评级》，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

评级展望为“稳定”，同时维持“16泰玻债”的债项信用等级“AA”。 

联合评级对本期债券的跟踪评级报告在联合评级网站（www.unitedratings.com.cn）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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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58.82% 60.85% -2.03% 

EBITDA 全部债务比 19.84% 16.43% 3.41% 

利息保障倍数 3.96 2.59 5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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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经营业绩取得大幅增长，实现营业收入 1,026,781.92 万元，同比增长 14.4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6,728.37 万元，同比增长 91.1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74,422.71 万元，

同比增长 180.81%，营业收入和利润构成主要来源于风电叶片及玻璃纤维两大支柱型产业。 

（一）风电叶片 

报告期内，国内风电装机增速趋缓，公司风电叶片产业继续推进产品结构升级，重点开发大型号、低风速叶片，进一步

降低大型叶片制造成本。在客户拓展、营销方面，全面进入国内前十名整机商供应商体系，全年销售风电叶片 4,859MW，

中材叶片实现营业收入 294,966.61 万元，实现净利润 14,296.55 万元。 

产品结构方面，全年销售 2MW 及以上功率叶片合计 4,049MW，占总销量的 83%；1.5MW 叶片合计 810MW，占总销

量的 17%；同时通过标杆工厂建设及工艺流程升级，使大型号叶片主成型制造时间大幅缩短，已实现 24 小时/片的稳定生产。 

两海战略方面，紧跟海上风电发展步伐，加强相关技术储备，自主开发了海上大功率机组 6.0MW-75 米以上的 3 款叶型，

确立了行业技术领先地位，首套叶片将在福建兴化湾挂机运行；着手实施国际化战略，调研东欧、南美等国际风电市场，探

索与境外叶片厂的合作路径，同时积极拓展海外客户，实现与国际一流整机商的深度合作，为其批量供货。 

技术创新方面，突破了国外叶根预埋专利技术的限制，自主设计的叶根预埋技术在多款新型号上应用；掌握了碳纤维液

体成型真空灌注工艺的关键技术，探索了该工艺在 Sinoma75 叶片上的应用，为国产碳纤维在风电叶片中的应用推广奠定了

基础；在国内首次开发了叶片主动式电热防除冰技术，解决了行业覆冰难题，在 Sinoma56.8 试验叶片验证效果优异；推进

了低风速大叶型生产提速项目，降低了劳动强度、改善了工作环境。 

高端人才储备方面，聘请了在风电领域拥有丰富设计研发经验的，具有先进精益管理理念的，具有国际先进质量管理理

念的高端人才分别担任首席技术官（CTO）、精益运营总监（COO）和质量总监（CQO），为公司在实际生产经营各方面

实现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基础，开拓了思路，并与多位国际知名风电技术专家建立了业务联系。同时，2013 年以来实施的四

期“百人计划”选拔培养了一大批专业技术人才，逐渐成为叶片产业技术革新、工艺改进的中流砥柱。 

（二）玻璃纤维 

报告期内，玻璃纤维行业整体景气度持续向好，下游需求端支撑强劲，持续扩大产能规模，降低生产成本，全年销售玻

璃纤维及制品 73.8 万吨，较上年同期增长 24%；泰山玻纤实现营业收入 53.1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约 30%，实现净利润 6.95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超过 50 %。 

产品结构优化方面，全年销售玻璃纤维及制品 73.8 万吨，其中中高端产能占比约为 50%，产品结构持续优化。产品结

构的持续改进优化保证了产品平均售价在粗纱类产品价格下降的情况下仍保持上涨；同时也确保了销售毛利率在矿物原材

料、天然气及包装材料价格上涨的情况下仍然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电子纱方面，随着汽车电子化、5G 通信等下游需求变革升级，PCB 需求逐步复苏，带动电子纱步入新一轮景气。伴随

着技术突破，电子玻纤行业经历了从台资企业主导，到如今重庆国际、泰山玻纤等内地企业崛起的格局变化。泰山玻纤自主

研发的 5 万吨电子纱池窑拉丝生产线具有“单体产能最大”、“技术装备最先进”、“品种最齐全”、“品质最优”、“综合运行成本

最低”等特点，是泰山玻纤最具国际竞争力的生产线，在这一轮景气周期中充分发挥其技术、规模及成本优势，在国内粗纱

价格普遍下滑的条件下，实现了利润大幅增长。 

新线建设与淘汰落后产能方面，泰山玻纤在满莊新区基地相继建成了 F04 和 F05 线，新增产能近 20 万吨，使满莊基地

的实际生产能力达到 50 万吨/年，同时关停了本部超期运行的七号线（6 万吨级）。目前，泰山玻纤的玻纤实际生产能力已

达 80 万吨/年。 

营销体系及产品库存方面，泰山玻纤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价值型营销模式，深耕市场与客户，建立紧密的产销计划协同

运行模式，及时调整产品结构，在生产量增幅较大的情况下，保持产销平衡，库存持续优化，库存周转率创历史新高。 

新产品研发创新方面，HMG 高模玻纤转入较大型池窑生产，高模短切纤维和超细短切纤维已形成批量生产销售，扁平

玻纤产销稳中有升，复合纤维实现批量出口；BC 级超细纱试生产取得初步成功；耐碱玻纤已通过一项国家标准和两项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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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申请立项，自主销售 2,500 吨，同比增长 93%，市场开发成效显著，已成功应用于京沈高铁部分桥面防水保护层路段，

效果良好。 

（三）锂膜产业 

报告期内，公司在山东滕州投资 9.9 亿元建设“2.4 亿平米锂电池隔膜生产线项目”。产品采用湿法双向同步拉伸工艺，

微孔接近圆形，孔径均匀性、一致性较好，热收缩性能优越，电池循环中阻力最小，是未来高端锂电池隔膜的发展方向。目

前，1#、2#两条年产 6,000 万平米生产线已全面进入试生产阶段，产品已送主要目标客户试装测试，3#、4#生产线目前正在

进行设备安装调试。计划至 2018 年上半年，4 条生产线全部建成投产，产品实现批量销售将为公司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 

市场开拓方面，公司与重点战略客户建立良好的合作基础，明确了合作意向。随着滕州生产线的投产进度，中材锂膜已

为国内多家主流客户提供多种规格的样品，其中，部分样品物性测试已完成，进入卷绕电池测试阶段，已为批量销售做好准

备。 

（四）其他产业 

气瓶产业经过 2016 年的内部资产整合、产能规模缩减、产业布局优化，本年度轻装上阵，经营业绩实现扭亏为盈，公

司产品在改装车市场、整车市场及重卡市场的市场占有率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全年销售 CNG 气瓶 16.2 万只，实现利润

1,490 万元，其中出口 CNG 气瓶 1.43 万只，占国内 CNG 气瓶出口总量的 12.7%；同时，公司在现有产品基础上向容器、储

运等产业关联方向进行产品和产业延伸，明确了 CNG、储运、氢燃料、特种气瓶四大业务板块方向。 

高温滤料业务取得重大突破，年初中标大唐集团全部标段 1 亿元，从水泥行业成功拓展到电力行业，公司技术和品牌获

得了高度认可；海外市场战略成效显著，境外新签合同额同比增长 30%以上，滤料出口销售额突破亿元关，品牌影响力扩

大。全年销售高温滤料合计 548 万平米，同比增长 45%，市场份额进一步扩大。 

AGM 隔板业务运营情况良好，全年实现销售约 1.3 万吨，接近满产满销，实现收入约 2.3 亿元。为进一步扩大 AGM 隔

板产业规模，增强盈利能力，公司联合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在越南同奈共同投资 1,252.74 万美元建设“年产 4,800

吨隔板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扩大 AGM 隔板海外市场份额，实施国际化战略。 

先进复合材料业务受到军民融合加速推进影响发展迅速，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4.37 亿元，同比增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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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电叶片 2,924,594,888.49 221,203,345.08 17.82% -10.56% -48.77% -0.74% 

无碱玻璃纤维及

制品 
5,229,461,049.50 833,792,766.54 34.88% 22.32% 38.03%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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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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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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号）（以

下简称“通知”），依据通知要求，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对政府补助相关会计政策进行了变更。变

更后公司对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是对利润表列报项目

及结构作出的调整，不影响公司当期利润或股东权益，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不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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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全资子公司北京中材汽车复合材料有限公司80%股权，挂牌价格为2,969.80

万元。2017年11月，山东北汽海华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摘牌并完成资产交割。上述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北京中材汽车复

合材料有限公司20%股权，北京中材汽车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变为公司联营企业，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报告期内，苏州有限吸收合并中材科技（苏州）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中材科技（苏州）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不再纳入

合并范围。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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