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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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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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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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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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4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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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31-89862900 0731-8986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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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基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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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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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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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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蓝晶、伯恩光学、

哈尔滨奥瑞德、水晶光电、镇江仁德、高佳太阳能、晶科能源、国家电投集团等全球知名光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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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329,990,810.85 435,454,577.92 -24.22% 185,441,341.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009,430.81 111,347,272.30 -69.46% 39,299,875.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317,992.68 107,766,319.68 -69.08% 37,610,256.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25,972.65 14,774,952.60 -68.69% 11,937,628.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0 1.660 -75.30% 0.6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10 1.660 -75.30% 0.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35% 32.98% -26.63% 18.22%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1,007,712,711.67 993,413,806.67 1.44% 418,120,985.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42,584,786.68 533,295,355.87 1.74% 235,300,3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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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381,448.64 63,618,200.51 70,516,270.00 52,474,891.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136,802.50 8,997,473.13 772,064.50 -14,896,909.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9,271,301.26 9,138,342.80 885,635.74 -15,977,287.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975,655.28 30,088,406.79 -21,352,198.61 -13,085,89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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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2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4,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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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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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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 6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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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上海祥禾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51% 2,891,2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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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 2,799,2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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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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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上海鸿华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4% 1,927,6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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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段志明、杨辉煌为公司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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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2,999.08万元，同比减少24.2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400.94万元，同比减

少6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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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72,738.94 59,701,082.51 30.73% -44.19% -63.28% -15.98% 

蓝宝石切割用金

刚石线 
123,011,605.65 61,652,320.66 50.12% 41.49% 26.61%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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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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400.94万元，同比下滑69.46%。 

公司业绩下滑主要原因为（1）“光伏531新政”实施后公司需要一定时间消化并适应新政后的市场形势，

给公司带来一定影响；（2）子公司株洲岱勒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筹备以及生产线调试、试生产相关费用

增加；（3）公司自筹资金进行株洲岱勒前期项目投入带来的财务费用上升以及项目投入带来的员工成本

和折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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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董事会批准，自2018年1月1日采用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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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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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合并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列示期初余额

253,876,335.16元，期末余额161,238,081.47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列示期初余额

253,876,335.16元，期末余额171,028,752.55元。 

将应收利息、应收股利与其他应收款合并为“其他应收

款”列示 

无影响 

将固定资产、固定资产清理合并为“固定资产”列示 无影响 

将工程物资、在建工程合并为“在建工程”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在建工程列示期初余额41,284,111.68

元，期末余额142,634,139.79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在建工程列示期初余额41,284,111.68

元；期末余额69,408,809.20元。 

将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合并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列示期初余额

67,916,126.81元；期末余额85,562,089.37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列示期初余额

69,991,765.53元；期末余额61,328,317.55元。 

将应付利息、应付股利与其他应付款合并为“其他应付

账款”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其他应付款列示期初余额1,598,975.25

元；期末余额652,770.53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其他应付款列示期初余额

1,598,975.25元；期末余额3,707,961.92元。 

将长期应付款、专项应付款合并为“长期应付款”列示 无影响 

合并利润表及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报表科目，研发费

用不再在管理费用科目核算 

合并利润表：上期增加研发费用18,653,419.81元，减少管

理费用18,653,419.81元；本期增加研发费用15,469,253.92

元，减少管理费用15,469,253.92元； 

母公司利润表：上期增加研发费用18,653,419.81元，减少

管理费用18,653,419.81元；本期增加研发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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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69,253.92元，减少管理费用15,469,253.92元。 

合并利润表及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目下增加利息费

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列报 

无影响 

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及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新增“设定

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 

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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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于2018年1月9日新设立全资子公司株洲岱勒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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