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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80               证券简称：易成新能              公告编号：2018-031 

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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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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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孙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江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程志毅声明：保证年度

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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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易成新能 股票代码 30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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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泳 常兴华 

办公地址 河南省开封市精细化工产业园区 河南省开封市精细化工产业园区 

传真 0371-27771027 0371-27771027 

电话 0371-27771026 0371-27771026 

电子信箱 zqb@ycne.com.cn zqb@ycne.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太阳能晶硅片切割刃料的生产、废砂浆的回收再利用、金刚线的生产与销售、太阳能电

站建设、高效单晶硅电池片的生产与销售、负极材料生产与销售，节能环保、锂电储能等业务。2017 年，

作为国内太阳能晶硅片切割材料的龙头供应商之一，为持续有效稳固自身在硬脆材料切割市场的业务优势

和行业地位，公司坚持以光伏产业链为主业，通过整合与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相关的业务，加快“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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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平台建设。为应对下游晶硅片切割行业的技术变化，一方面继续稳固原有晶硅

片切割刃料及相关业务，另一方面加快实施 600 万公里电镀金刚线项目，并将新建年产 200 万千米超精细

金刚线项目，以满足下游客户需求。另外，公司不断加大技术研发投入，积极加快实施年产 2GW 高效单晶

硅电池片项目和锂电池负极材料项目，同时，在节能环保领域，通过开展污水处理等相关业务，提升公司

的综合竞争力。 

（1）晶硅片切割刃料业务 

晶硅片切割刃料是以碳化硅为原材料，经过一系列加工形成的性能稳定、高纯度、超精细的粉体。晶

硅片切割刃料专供光伏产业中的晶硅片生产企业使用，是将晶硅棒、晶硅锭切割为晶硅片的生产过程中不

可或缺的专用材料，是光伏产业链中重要生产材料之一，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易成新材在晶硅片切割刃料行

业合计市场占有率达到 40%以上。2017 年初以来，晶硅片切割行业发生重大变化，传统砂浆切割工艺被金

刚线切割工艺快速替代，导致公司晶硅片切割刃料及相关业务出现严重下滑。受此影响，公司关停了部分

与晶硅片切割刃料相关的生产及加工业务，由此大额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和存货跌价准备。 

（2）废砂浆的回收再利用 

废砂浆是晶硅片切割刃料用于晶硅片切割过程中产生的硅微粉、碳化硅、铁屑及切削液的混合物。据

统计，每 1吨晶硅片切割刃料在与切削液混合使用后产生约 2.35 吨废砂浆。废砂浆是一种工业垃圾，如

果不及时处理，将会产生严重的环境污染；同时，废砂浆中的碳化硅微粉又是一种资源类物品，如不加以

回收利用则会形成较大的资源浪费。因此，公司通过对废砂浆实施分离处理，重新使用其中的有效成分碳

化硅和切削液，有效的解决了晶硅片生产厂商对废砂浆的处理难题，又使废砂浆中的碳化硅微粉和切削液

得以回收再利用，属于节能环保和循环经济的范畴，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企业持续发展的要求。2017 年，

晶硅片切割行业发生重大变化，金刚线切割技术替代传统砂浆切割技术步伐加快，导致公司废砂浆的回收

再利用业务出现严重下滑。 

（3）金刚线业务 

金刚线切割技术的快速发展，大幅增强了硅片切割厂商的成本竞争力，作为国内晶硅片切割刃料的龙

头企业之一，根据公司转型升级发展需要，并基于国内晶硅片切割技术革新的市场形势，为适应市场发展

变化，稳固行业龙头地位，同时更好地同优质客户的产品工艺流程相契合，公司正逐步淘汰综合成本较高

的晶硅片切割刃料业务，加快建设年产 600 万千米电镀金刚线项目，并将新建年产 200 万千米超精细金刚

线项目，上述项目建成后，将使公司更全面的覆盖光伏切割领域，满足了市场需求，夯实了公司在晶硅片

切割领域的领先优势。 

（4）太阳能电站建设 

太阳能发电是一种不消耗化石能源，不污染环境，建设周期短，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

境效益的新能源项目。太阳能光伏发电以其清洁、源源不断、安全等显著优势成为关注重点，在国家长期

的能源建设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随着人类对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以及国家对太阳能发电工程

项目的政策扶持，太阳能发电在我国得到了迅猛发展。公司利用发展光伏电站业务加强与下游硅片、组件

厂商的战略合作关系，向下游厂商供应切割刃料和电镀金刚线，同时从下游厂商购买光伏组件，用于光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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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站建设，双方互为产品供应商，可以有效带动切割刃料和电镀金刚线的销售和应收账款的回收，缓解公

司的资金压力。 

（5）高效单晶硅电池片 

高效单晶硅电池片是以高纯的单晶硅片为原料，经过生产加工而成的一种太阳能电池片，产品广泛应

用于空间站和地面光伏电站。2017 年，公司收购完成了平煤股份持有的平煤隆基 50.20%的股权，新增年

产 2GW 高效单晶硅电池片项目，为充分发挥公司新能源产业协同效应，提高市场占有率和行业竞争力，形

成规模化竞争优势，2018 年 2 月 12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平煤隆基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新建年产 4GW 高效单晶硅电池片（二期）项目的议案》，进一步拓展太阳能光伏产业链条，

丰富并优化业务结构，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6）负极材料业务 

负极材料是决定电池寿命和储能性能的一个关键材料，目前，锂离子电池已经广泛应用于水力、火力、

风力和太阳能电站等储能电源系统，以及电动工具、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电动汽车、军事装备、航

空航天等多个领域。正在逐步向电动自行车、电动汽车等新兴的领域方向延伸。而目前发展相对成熟，且

已经实际用于锂离子电池的负极材料基本上都是碳素材料，如人工石墨、天然石墨、中间相碳微球、石油

焦、碳纤维、热解树脂碳等。2017年 10 月 26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内

部业务整合及架构调整的议案》，本次股权置换前，公司持有中平瀚博 40%的股权，持有易成瀚博 100%的

股权；本次置换完成后，公司持有中平瀚博 76%股权，通过中平瀚博间接持有易成瀚博 76%股权和间接持

有易成碳材料 76%股权。本次调整更好地提升公司管理效率，整合内部资源，增强产业管理，明晰公司业

务板块权责。 

（7）节能环保业务 

随着国家环保政策的陆续出台，对制造业企业的环保要求逐步提升，危废处置行业景气度持续上升。

尤其是在 2015 年以后，随着“非法处置危废入刑”等政策的严格执法、环保督查的强有力推进，市场对

专业的危废处置服务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危废处置企业的产量、产能不断提升，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优势

凸显。易成环保目前主要从事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技术的研发，随着国家环保政策环境的改善、环保行

业经营环境的提高，为加快战略转型步伐，公司积极把握环保细分行业的市场需求，通过丰富公司业务结

构，为公司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进一步提升公司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2018 年 2 月 12日，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控股孙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易成环保，

出资人民币 510 万元在开封万盛新材料有限公司厂区内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开展危废处置相关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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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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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825,753,777.60 2,401,627,909.06 2,401,627,909.06 -23.98% 1,708,760,928.06 1,708,760,928.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元） 
-1,024,125,919.91 20,557,214.55 18,978,038.52 -5,496.37% 6,401,195.97 6,401,195.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041,187,244.32 22,721,136.54 21,141,960.51 -5,024.74% -3,497,644.58 -3,497,644.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元） 
-183,707,517.22 21,795,033.88 -135,339,629.44 -35.74% -312,422,020.19 -312,422,020.19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2.0368 0.0409 0.0377 -5,502.65% 0.0127 0.012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2.0368 0.0409 0.0377 -5,502.65% 0.0127 0.01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3.80% 0.64% 0.59% -34.39% 0.20% 0.20%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元） 6,692,133,273.92 6,247,809,792.90 6,637,838,897.44 0.82% 5,426,919,031.70 5,426,919,031.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元） 
2,189,190,492.12 3,242,510,718.65 3,542,131,542.62 -38.20% 3,221,953,504.10 3,221,953,5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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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807,294.50 282,736,688.76 457,207,143.42 808,002,650.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14,358.08 -221,220,703.03 -82,938,493.46 -721,481,081.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90,806.38 -222,360,587.16 -84,490,223.21 -735,627,240.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8,443,211.63 -96,572,303.81 44,936,200.62 -33,628,2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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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7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7,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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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0.02% 100,671,095    

中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3% 17,223,57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

鹰稳健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63% 13,200,000    

宋贺臣 境内自然人 2.11% 10,597,409    

姜维海 境内自然人 1.54% 7,722,164    

新疆汇中怡富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9% 7,000,000    

彭皓喆 境内自然人 1.19% 5,998,32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6% 5,350,300    

河南省兆腾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0% 3,000,000    

吴建东 境内自然人 0.59% 2,970,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新疆汇中怡富投资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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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7 年，公司发展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在公司董事会的正确领导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

我们围绕“抢抓机遇谋发展，主动作为勇担当，坚决打赢易成新能‘三次创业’攻坚战”为主题，以“突

出文化重心、树立发展信心、坚定转型决心”为工作重点，立足转型发展，加快项目建设，调整产业布局，

不断提升公司生产经营水平，完成年度各项经营目标任务。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做好了如下工作： 

一是把应对行业变革作为中心任务，全力调结构、促转型。2017 年以来，受下游切割行业技术革新影

响，公司主导产品晶硅片切割刃料产销量大幅下降，经济效益严重下滑。面对当前的困难和压力，公司加

快调整结构步伐，紧紧围绕产业链结构调整，狠抓降本增效来保证公司正常运营，加大新产品市场开拓力

度、稳固树立品牌意识，加快公司战略转型实施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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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把转型升级作为主攻方向，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公司进行科学研判，坚持有退有进、坚定不移推

进产业结构调整，积蓄发展后劲。有计划的关停了晶硅片切割刃料及废砂浆回收利用业务的部分生产线。

同时，瞄准硬脆材料切割市场变化，加快投资建设电镀金刚线项目，走出了“固本”发展的坚实一步，对

晶硅片切割刃料市场形成了有效的回补。在光伏板块上，通过资本运作收购平煤隆基公司 50.2%的股权，

将目前国内单体最大的 PERC 单晶硅电池生产企业纳入到易成新能的发展布局中。在负极材料板块上，为

适应公司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提升板块的管理效率，公司将持有易成瀚博 100%股权、易成瀚博持有易成

碳材料 100%股权作为对价与中平瀚博少数股东持有中平瀚博的部分股权进行置换。该股权置换事项已经完

成，公司持有中平瀚博 76%股权，中平瀚博直接持有易成瀚博 100%股权和易成碳材料 100%股权。在环保板

块上，公司托管园区污水处理厂后，通过设备改造、技术革新，形成了高效的污废水处理机制。 

三是把企业内部改革作为关键举措，充分释放动力活力。公司着力提高企业改革和管理水平，内生动

能进一步释放。通过对总部部门进行业务整合，有效提升了部门衔接和合作效率，通过开展全员全覆盖的

绩效考核和管理人员推优，有效激活了广大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进一步建立健全各子公司董

事会、监事会等管理决策机构，不断完善各基层单位法人治理结构，使得内外生活力不断增强。 

四是加强资本运作与资金管理。在资本运作方面，公司董事会通过股权购买、资产注入等方式收购具

有良好规模效益预期的企业，进一步加强并保证了公司在“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领域的长远发展；

在资金管理方面，公司不断拓宽融资渠道，为公司持续发展提供了有效资金支持。同时，2017 年 11 月，

公司董事会启动了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事项，2018 年 3 月收到深交所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无异

议函。公司积极压减应收账款，加大货款回款力度，针对部分重点客户资金沉淀过多问题，预判光伏市场

价格走势，拓展合作渠道，冲抵应收账款，有效盘活沉淀资金。 

五是加强科技创新升级，强化产学研一体合作。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平台作用，公司注重加强科技创新，

2017 年被评为河南省创新龙头企业，高新技术企业顺利通过复审，河南省先进碳化硅材料重点实验室评估

优秀；产学研合作再上新台阶，与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合作开展的“砂浆切割废硅料循环利用再生高纯

硅项目”进展顺利，目前已建成百公斤级试验线 1 条，并在试验线上完成了各项关键技术的验证，制备出

纯度接近 3N的高纯硅。该项目的实施将为太阳能晶硅片切割开辟一条绿色清洁生产工艺路线，对推动行

业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全年共申报各类专利 56项，已累计申报专利 342 项，已取

得证书 278项（其中发明专利 59 项，实用新型专利 219 项），正在审查 64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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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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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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晶硅片切割刃料 254,868,395.61 44,777,759.39 17.57% -75.79% -80.97% -4.78% 

废砂浆回收利用 55,463,984.40 -21,715,728.84 -39.15% -67.33% -138.32% -72.54% 

硅片切割 1,207,578.38 -59,420.79 -4.92% -99.43% -100.21% -18.20% 

光伏工程 50,277,529.55 12,791,040.71 25.44% -81.46% -76.75% 5.16% 

金刚线 制品 169,305,829.90 78,163,172.52 46.17% 78.06% 72.78% -1.41% 

工业污水处理 73,375,169.17 30,671,626.05 41.80% 46.44% 18.76% -9.74% 

石墨产品 74,361,404.29 37,873,400.94 50.93% -28.86% -21.89% 4.54% 

电池片 914,257,561.90 63,027,913.38 6.89% 100.00% 100.00% 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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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片切割行业发生巨大变化，传统砂线切割工艺被金刚线切割工艺快速替代，受此影响，

公司传统客户大幅减少对晶硅片切割刃料的采购，产品销量和单价均出现大幅下滑，导致公司晶硅片切割

刃料及相关业务收入大幅减少。同时，公司对与晶硅片切割刃料相关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对下游部分客

户逾期的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导致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出现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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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1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2017 年 5 月 10 日，国家财政部颁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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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进行了修订，要求自2017 年 6 月 12 日

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要求，公司对 2017 年 1 月 1日存

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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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进行调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上的《河南易成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87）。 

（二）2018年4月1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2017年4月28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

营》（财会[2017]13号），该准则自2017年5月28日起施行。对于实施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

置组和终止经营，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017年12月25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在利润表中新增了“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并对净利润按经营持续

性进行分类列报。适用于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上的《河南易成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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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共 47 户，具体包括： 

子公司名称 级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平顶山易成新材料有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开封万盛新材料有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新疆新路标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河南华沐通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一级 40.00 40.00 

开封恒锐新金刚石制品有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上海恒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河南中平瀚博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一级 76.00 76.00 

疏勒县利能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河南易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扎鲁特旗通能光伏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平煤隆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一级 50.20 50.20 

河南易成新能碳材料有限公司 二级 76.00 76.00 

河南易成瀚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二级 76.00 76.00 

上海中科易成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二级 63.01 63.01 

海东市贵强硅业科技有限公司 二级 55.00 55.00 

开封市华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二级 40.00 40.00 

河南华沐能信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二级 40.00 40.00 

河南华沐通途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二级 40.00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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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华沐通途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二级 40.00 40.00 

河南晟融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二级 40.00 40.00 

项城市南华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二级 40.00 40.00 

项城市永华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二级 40.00 40.00 

项城市范华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二级 40.00 40.00 

项城市奥博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二级 40.00 40.00 

项城市奥旗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二级 40.00 40.00 

项城市华店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二级 40.00 40.00 

项城市华寺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二级 40.00 40.00 

项城市华乐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二级 40.00 40.00 

河南中铁通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二级 40.00 40.00 

江苏华之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二级  32.00   32.00  

河南华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二级  28.00   28.00  

民权华沐通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二级  40.00   40.00  

河南晶亿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二级  28.00   28.00  

郑州华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二级  40.00   40.00  

北京华沐创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二级  20.40   20.40  

徐州华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二级 40.00 40.00 

南通华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二级 40.00 40.00 

无锡华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二级 40.00 40.00 

无锡华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二级 40.00 40.00 

建湖华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二级 40.00 40.00 

宜兴华悦新能源科技新公司 二级 40.00 40.00 

烟台市华都光伏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三级 40.00 40.00 

大理华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三级 40.00 40.00 

襄阳华亿兴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三级 40.00 40.00 

洛阳合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三级 40.00 40.00 

郑州市寰隆新能源有限公司 三级 40.00 40.00 

郑州市融华新能源有限公司 三级 40.00 40.00 

1、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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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期不存在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委托经营或出租等方式丧失控制权

的经营实体。 

 

 

 

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孙毅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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