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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29                             证券简称：天龙光电                           公告编号：2019-022 

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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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文 董事 身体原因 于涛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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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

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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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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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龙光电 股票代码 3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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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利  

办公地址 江苏省金坛经济开发区华城路 318 号  

传真 0519-82330395  

电话 0519-82686000  

电子信箱 info@hstl.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的主要业务包括光伏设备（单晶硅生长炉、多晶硅铸锭炉）及其相关配套设备（切割机、切方机、研磨机）的生产

与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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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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76,609.27 333,720,631.77 -97.13% 131,948,960.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5,881,054.05 67,021,927.79 -302.74% -57,816,991.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0,763,004.86 57,501,559.28 -344.80% -76,160,440.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462,027.43 10,750,505.58 -383.35% 27,468,680.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794 0.3351 -302.75% -0.285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794 0.3351 -302.75% -0.28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2.64% 30.26% -102.90% -27.04%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179,772,150.19 523,549,619.82 -65.66% 620,628,776.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9,121,910.86 255,002,964.91 -53.29% 187,981,03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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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4,438.71 4,087,442.51 1,046,987.19 657,740.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175,712.81 -9,202,901.15 -8,718,068.56 -105,784,371.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450,751.63 -10,805,286.15 -8,915,544.42 -108,591,422.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968,299.74 901,006.53 -710,325.70 -11,684,40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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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58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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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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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诺亚科技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89% 43,788,606 0 冻结 43,788,606 

徐开东 境内自然人 3.33% 6,665,792 0   

冯金生 境内自然人 3.04% 6,073,292 0 冻结 6,073,292 

孙渝 境内自然人 2.25% 4,490,066 0   

苏喜 境内自然人 1.80% 3,608,145 0   

李国风 境内自然人 1.11% 2,213,158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07% 2,141,200 0   

魏凤英 境内自然人 1.01% 2,022,106 0   

刘亮鑫 境内自然人 0.93% 1,865,900 0   

王宇骅 境内自然人 0.88% 1,752,2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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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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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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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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公司管理层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对公司章程进行了修订，并不断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加强

内控管理，努力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年初光伏市场就呈现出供大于求的产能过剩情况，单晶、多晶硅片

的价格逐步下调。5月3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了《关于2018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

更是引起了光伏行业的巨震。2018年三季度以来，国内光伏企业装机需求持续低迷，由于光伏产品价格大幅下降，许多光伏

企业缩减产能，甚至停产停工，经营情况不断恶化。受此影响，公司的生产经营也陷入了困境，年度业绩出现亏损。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57.66万元，同比减少97.13%，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13588.11万元，同比减少

302.74%，基本每股收益-0.6794元，同比减少302.75%。 

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 

1、公司于2018年1月30日与深圳市赛宝伦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16台120型单晶炉销售合同。今年5月30日，双方技术人员

进行了样炉试运行和技术指标验收工作，因赛宝伦要求推迟交货，故我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发货。 

2、公司子公司上海杰姆斯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于2018年6月26日与内蒙古赛宝伦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N型石墨热场

采购合同》，合同约定内蒙古赛宝伦向上海杰姆斯采购70套24寸N型石墨热场，因赛宝伦要求推迟供货，故合同未执行。 

3、因扬州天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长期拖欠公司租赁和水电等费用，且累计金额较大。公司在6月中旬终止了和扬州天晟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为期三年的《资产租赁合同》，双方签订了终止协议，目前公司正积极采取措施追讨扬州天晟拖欠

的费用和违约金。 

4、7月，公司与自然人潘燕萍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向其转让公司持有的常州市天龙光电设备有限公司55%股权，

转让价格为人民币2800万元。上述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完成，公司不再持有常州天龙的股份，常州天龙不再纳入

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内。因潘燕萍个人原因尚未支付股权转让款，公司已采取法律措施进行追讨。 

5、受政策影响，单晶炉、多晶炉的市场基本没有采购需求，公司全年基本未能实现生产销售，公司除日常业务、产品

研发等工作仍正常开展外，本部生产线全部停产。 

6、年末公司对早期购置的金刚线生产设备、线切割机等废旧资产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进行处置，提高公司资产使用效

率。 

7、公司为提高科研能力，对实验室的基础设施进行了改造以及配套设施升级。通过对新研发的DRF120型单晶炉的研发

与实验验证，具备了成熟的DRF120型单晶炉的生产制造技术，同时具有了更大容量单晶炉的研发能力；对G7多晶炉展开了

研发以及模拟测试，掌握了大容量多晶炉的设计制造技术；对N型单晶拉晶以及半导体硅材料做了大量实验，并取得了阶段

性的进展，为新型光伏材料和半导体硅材料的研发积累了技术经验。 

8、持续对公司以往应收账款、预付账款进行清理，组织财务部、市场部、采购部相关人员对公司多年来账面上的应收、

预付账款进行梳理询证，并成立了专项小组，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催收。应收账款涉及用户95家，涉及金额约为21733万元。

预付账款涉及供应商25家，涉及金额约为2193万元。其中部分企业已资不抵债倒闭破产，公司将按照财务制度进行核销处理。

剩余部分公司正积极与用户沟通追讨，必要时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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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单晶炉及炉体 1,910,334.15 2,718,954.01 -42.33% -99.15% -97.82% -87.04% 

药机 1,901,431.64 1,750,836.68 7.92% -87.58% -87.11% -3.41% 

热场 1,810,532.77 1,832,072.49 -1.19% -96.31% -92.26% -5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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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公司营业收入为957.66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97.13%，营业成本是823.12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95.68%，净利润-14581.82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10.88%，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3588.11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0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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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变更 

①因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2018年6月15日，财政部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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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执行此项会计政策对列报前期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的影响如下： 

序号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2017年12月31日/2017年度金额 

增加+/减少- 

1 应收票据 -15,527,470.00 

应收账款 -51,225,775.93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66,753,245.93 

2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58,817,050.15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58,817,050.15 

3 管理费用 -9,744,983.81 

研发费用 9,744,983.81 

②其他会计政策变更 

 本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2）会计估计变更 

本公司报告期无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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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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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8年7月份发生合并报表范围变化，变化为转让常州市天龙光电设备有限公司55%股权，转让后公司不再持有常州

天龙股权。 

 

 

 

 

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利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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