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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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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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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拟以 2018 年末总股本 522,6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 4.50 元（含税）现金红利，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235,170,000.0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

至以后年度。2018年度资本公积金和盈余公积金不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福斯特 603806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章樱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锦北街道福斯特街8号 

电话 0571-61076968 

电子信箱 fst-zqb@firstpvm.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主要业务情况说明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光伏封装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光伏封装胶膜和背板是太阳能电池组



件关键封装材料，对太阳能电池组件起到封装和保护的作用，能提高组件的光电转换效率，并延

长组件的使用寿命。 

报告期内，受“531 政策”影响光伏行业形势短暂回落，但随着组件价格的下跌，海外光伏

电站的市场需求被充分激发，公司全年共计销售光伏封装胶膜 5.81 亿平米，比上年同期增长

0.69%；背板产品 4,298.34 万平米，比上年同期增长 15.09%。 

（2）经营模式情况说明 

1、采购模式：公司的主要原材料为 EVA树脂。EVA树脂为石油的衍生品，公司主要和国内外

大型石化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通过进口方式采购，其他生产原辅材料主要直接向国内

外生产厂家采购，少量通过经销商采购。 

2、生产模式：公司采取“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生产部根据销售订单情况制定生产计划并

组织实施。同时，根据行业特性以及主要客户群体较为稳定的特点，对常规产品进行少量的备货。 

3、销售模式：公司主要以自有品牌向下游企业客户（主要是国内光伏组件厂商，部分为国外

客户或其代理商）直接销售。每年公司和下游客户签订框架协议，约定全年供需数量、规格等，

具体根据客户下达的订单安排发货和结算。 

（3）行业情况说明 

公司隶属于光伏行业的封装材料领域，是全球光伏封装材料的龙头企业。光伏封装材料的销

售情况和光伏行业的新增装机容量紧密相关。 

1、全球光伏行业发展状况 

1）光伏应用市场持续快速增长、产业规模不断扩大 

光伏产业是全球能源科技和产业的重要发展方向，世界各国均高度重视光伏产业的发展，纷

纷出台产业扶持政策，抢占未来能源时代的战略制高点。在全球各国共同推动下，光伏产业化水

平不断提高，产业规模持续扩大，过去十年全球光伏市场年复合增长率超过 40%。据中国光伏行

业协会的公开数据，近年来，全球光伏产业呈现稳定上升的发展态势，光伏发电应用地域和领域

逐步扩大，全球光伏应用市场持续增长，新增装机量由 2015年的 53GW增长至 2017年的 102GW，

累计装机容量超过 405GW。 

 

 

 

 



 

2008-2017年全球新增光伏装机容量 

 

 

2018 年全球新增装机量数据尚未出台。根据国家能源局数据，2018 年度国内新增装机

44.26GW。同时，多家研究机构均对全球 2019年度的新增装机量保持乐观看法。 

 

 

2）全球“去中心化”趋势明显，新兴市场遍地开花 

自 2012年开始，随着中、美、日等新兴市场的迅速崛起，欧洲市场占全球光伏市场份额不断

下降，全球光伏市场重心加快向亚洲以及其他新兴市场转移。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的数据，2017



年全球光伏应用市场新增装机容量超过 102GW，同比增长 39.7%。排名前十的国家新增装机容量为

88.27GW，占全球新增装机容量的 86.5%，其中 9个国家的新增装机容量突破 GW大关，较 2016年

增加两个，集中度进一步降低，逐步形成新兴市场遍地开花的新局面。我国以 53.06GW 的新增装

机容量继续领跑全球，美国、日本市场呈现下滑趋势，印度、南美、中东等新兴市场亮点纷呈。

在新兴市场需求快速增长的带动下，全球光伏市场需求“去中心化”趋势明显，打破了过去过度

依赖单一市场的不均衡市场格局，促进全球光伏产业布局更加合理、均衡地发展，并有效降低了

单一市场需求波动及政策变动对行业整体发展的影响。 

 

2017 年全球光伏新增装机容量分布 

 

数据来源：中国光伏行业协会，2018.4 

 

3）技术进步推动“平价上网”时代到来 

近年来，光伏发电在产业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技术水平也在加速进步，双面双玻、半片、

叠片、MBB 多主栅等技术逐步规模化应用。电池片效率屡创新高，目前普通结构单多晶电池转换

效率已分别达到 20.2%和 18.6%，高效电池已分别达到 21.3%和 19.2%。在技术的推动下，光伏发

电成本不断下降。2017 年光伏发电的平均成本自 2010 年来下降了 73%，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

（IRENA）预测到 2020 年将再降一半。依据目前技术进步和成本下降的速度，行业普遍预期未来

2-3年，光伏发电将大范围达到或接近常规能源发电成本，从而实现“平价上网”，届时全球能源

供给将全面开启“太阳能时代”。 

2、我国光伏行业发展状况 



1）我国光伏应用市场连续 5年位居全球第一 

我国在借鉴德国等先进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出台光伏标杆电价等一系列支持和规范

光伏行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促进我国光伏产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新增装机容量自 2013年来

连续 5年位居全球第一，累计装机容量连续 3年位居全球第一。 

2）产业规模持续扩大，行业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的数据，2017年我国多晶硅产能利用率保持在较高水平，硅片、电池片、

组件产量增长率均在 40%左右，占全球总产量比重均在 70%以上。在内外部环境的推动下，我国光

伏企业加大工艺技术研发力度，不断提高生产工艺水平，提高组件功率，降低组件成本，进一步

逼近“平价上网”。“531 政策”的出台对市场短期需求和产品价格产生较大压力，但会进一步

督促全行业提质增效，加速“平价上网”目标的实现，使光伏发电成为具有成本竞争力的、可靠

的和可持续性的清洁电力来源。 

新的行业环境下，高成本低技术含量的企业将逐步退出市场，市场份额将陆续向优势企业集

中。长期来看，全球及我国的清洁能源占比不断提升的趋势不变，行业的短期波动不会改变长期

发展的趋势。目前公司正在积极把握行业竞争格局升级的重要发展机遇，加快产品结构和生产设

备的升级，开发具备市场竞争力的胶膜新产品，持续满足核心客户的高附加值应用需求，充分发

挥自身竞争优势，持续提升市场份额和巩固行业龙头地位。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6,455,917,796.66 5,703,364,920.90 13.19 5,496,516,603.71 

营业收入 4,809,736,097.86 4,584,919,761.58 4.90 3,951,607,265.2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751,257,491.27 585,192,012.41 28.38 847,735,895.3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30,656,193.07 543,756,897.94 -20.80 774,332,717.0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5,553,888,887.48 5,026,890,215.05 10.48 4,840,008,020.30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169,574,040.38 242,962,049.10 -30.21 295,087,958.88 



额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1.44 1.12 28.57 1.62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1.44 1.12 28.57 1.62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4.31 12.03 

增加2.28个百分

点 
18.81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1,059,511,873.23 1,129,309,633.54 1,221,872,756.83 1,399,041,834.26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

润 

101,610,076.27 123,039,554.87 122,239,767.31 404,368,092.82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

净利润 

87,586,603.91 106,464,417.74 106,995,977.50 129,609,193.92 

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

额 

-16,228,910.50 38,128,871.40 -191,492,040.76 339,166,120.24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018 年第一季度公司收到 P3 厂区（西墅街）征收补偿款 2 亿元，季报及半年报列投资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年报列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8 年第四季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大幅增长，主要由于公司 P3 厂区（西墅

街）搬迁费用补偿款 306,434,856.00 元扣除已发生的搬迁费用及所得税影响后的净额

258,111,302.23元计入当期损益所致。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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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09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916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杭州福斯特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53,981,414 280,271,414 53.63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林建华 25,691,400 111,329,400 21.30 

  

无  

境内

自然

人 

临安同德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 
2,788,000 27,398,000 5.24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博时主题行

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LOF） 

16,732,507 16,732,507 3.20 

  

未知  未知 

杭州福斯特应用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第二

期员工持股计划 

8,685,586 8,685,586 1.66 

  

无  其他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中信信托锐进 43

期高毅晓峰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4,320,137 5,309,771 1.02 

  

未知  未知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高毅晓峰 2 号致信基

金 

5,202,409 5,202,409 1.00 

  

未知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华中证杭州湾

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4,688,956 4,688,956 0.90 

  

未知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1,479,682 3,225,949 0.62 

  
未知  未知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高毅－晓峰 1 号睿远

证券投资基金 

3,100,403 3,100,403 0.59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杭州福斯特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林建华先

生控制的企业。杭州福斯特应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



期员工持股计划与杭州福斯特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林建华

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其余股东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及一致行动的情况。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80,973.6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9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5,125.75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8.3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3,065.6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0.80%。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完成了以下工作： 

1、产品结构持续优化 

报告期内，公司光伏胶膜产品结构持续优化，特别是下半年度，随着市场对高效组件需求的

快速提升，公司适用于高效组件封装的白色 EVA和 POE 胶膜需求旺盛，销量较去年同期相比大幅



增长。根据目前的市场形势，公司胶膜新产品的销售有望继续增长，支撑公司业务长期向好发展。 

白色 EVA属于 EVA 胶膜技术升级换代产品，传统 EVA 胶膜只起到透光、粘结耐黄变等封装作

用，白色 EVA 应用在光伏组件的背面，可以更好反射透过电池片间隙的光线，提高组件对太阳光

的有效利用率。随着市场接受程度的增加，白色 EVA 产品的销量将快速提升。 

POE 胶膜与传统 EVA 胶膜相比，具有优异的水汽阻隔性，可以增强组件的抗 PID 性能，提高

组件的可靠性，是目前双面双玻组件及薄膜组件的主要封装胶膜。随着双面电池及双玻组件应用

的增加，POE胶膜的市场份额也将不断增长。 

2、新材料项目持续推进 

感光干膜：印刷电路板的图形转移材料，随着印刷电路板行业朝着高密度、高集成化、柔性

等方向发展，感光干膜的应用也越来越广，市场空间巨大。报告期内公司加快感光干膜的研发，

新增了激光直接成像干膜等高端系列产品；销售方面迅速扩大了国内电子电路行业客户群体，并

且通过国内大型 PCB 企业的产品测试，成功完成产品导入，为即将开展的大规模量产奠定了良好

的市场基础。报告期内感光干膜产品销量不断增长，全年完成销售 774.55 万平米，同比增长

386.37%。为满足快速提升的客户需求，公司加紧感光干膜一期量产产能建设，并于四季度末开始

生产，目前客户订单充足，产能持续爬坡。 

铝塑复合膜：锂电池的软包装材料。近年来公司通过对设备、工艺和原材料的优化和突破，

在生产成本方面形成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产品具备强大的市场竞争力。报告期内公司铝塑复合膜

产品成功实现量产，产品性能达到电池厂的性能要求，已成功导入 3C电池客户，成为国内一家优

质铝塑复合膜的供应商。 

结构胶成功完成客户导入并实现量产销售，抓住细分领域的核心客户；FCCL继续进行产品完

善和客户端测试。 

3、海外产能布局完成 

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福斯特材料科学（泰国）有限公司位于泰国春武里的新厂区正式

交付使用，部分新增光伏胶膜产能释放，开始逐步开展客户端的工厂审核及产品导入。泰国生产

基地的运营有效规避了中美贸易摩擦对公司光伏胶膜销售的影响，相较于国内其他竞争对手而言，

公司提前完成海外产能布局，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4、P3厂区搬迁工作完成 

报告期内，因城市规划调整的需要，公司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锦北街道西墅街 407 号的

土地、房屋、附属物等被政府征收。公司合理安排搬迁进度，在不影响生产经营管理的前提下，



顺利完成相关产能的转移，保障公司生产的平稳过度。 

5、安吉公司筹备开工  

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福斯特（安吉）新材料有限公司”完成公司注册、项目立项、

土地摘牌、方案设计、政府相关部门审批等前期准备工作，为后期项目开工加快投产奠定良好基

础。安吉公司未来业务将涉及到部分高分子聚合、特种化学产品合成，有利于提升公司产品的核

心竞争力，满足公司新材料发展战略的需要。 

6、可转债项目获得受理  

2018 年 12 月公司向中国证监会申报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并获得受理。公

司本次可转债的发行规模为不超过 11亿元（含 11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将

用于投资白色 EVA、POE胶膜和感光干膜项目。上述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改善公司现有产品结构，

提升产品附加值，增强市场竞争力，实现公司又好又快发展；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以及公司战

略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公司把握行业发展趋势和市场机遇，进一步强化公司全球光伏封装材料龙

头地位并增加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提高市场占有率，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盈利能力。 

欲了解公司详细经营情况，请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仔细阅读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 2018年 6月财政部颁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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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的变更并编制公司的财务

报表。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对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及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列报项目及其内容作出

的合并、分拆、增补调整，仅对财务报表格式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不产生影响。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将苏州福斯特光伏材料有限公司、杭州临安福斯特热熔网膜有限公司、福斯特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浙江福斯特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江山福斯特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杭州福斯特智

能装备有限公司、浙江福斯特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杭州福斯特光伏发电有限公司、福斯特材

料科学（泰国）有限公司、福斯特（安吉）新材料有限公司、北京聚义汇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聚义金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光顺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等十三家子公司纳入报告期合并财

务报表范围。 

报告期内合并范围的变更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时点 
股权取得比例 

（%） 
股权取得方式 

福斯特（安吉）新材料有限公司 2018.1.22 100.00 设立 

杭州光顺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2018.12.24 100.00 股权受让 

北京聚义汇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18.7.27 25.00 设立 

2018.12.28 35.00 股权受让 

北京聚义金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18.8.22 
北京聚义汇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全

资子公司 

 

 

 

 

杭州福斯特应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林建华 

2019年 2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