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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56                           证券简称：兆新股份                           公告编号：2019-018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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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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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实 董事 工作原因 杨钦湖 

肖土盛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王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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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兆新股份 股票代码 00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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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红英 王云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中二路

软件园二期 11 栋 6 楼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中二路

软件园二期 11 栋 6 楼 

电话 0755-86922889 0755-86922886 

电子信箱 dongsh@rainbowvc.com dongsh@rainbowvc.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经营模式 

1、主要业务及主要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涉及主要业务：新能源、精细化工、生物降解材料三大类业务，其中新能源业务包括

新能源太阳能光伏发电、锂盐产品深加工、盐湖提锂、储能及新能源汽车充电站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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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经营模式 

（1）新能源太阳能光伏发电经营模式 

公司新能源业务报告期内主要涉及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 

公司主要通过收购和自主开发建设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光伏电站的投资和运营。自主开发项目主要通过

获得地面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核准文件或分布式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备案文件并具备施工条件后，与具有

设计、施工资质的单位签署EPC总包合同，由EPC总包方负责组织工程设计、采购原材料、工程施工等事

项，验收合格后交由公司运营管理。 

（2）精细化工经营模式 

精细化工系列产品采用自主研发、生产、销售的经营模式，公司在国内外建立有稳定的营销网络和渠

道，采取订单生产为主，并灵活调整的生产模式组织生产。 

（3）生物基降解材料经营模式 

生物基材料、生物降解材料及制品均采用自主研发、生产、销售的经营模式，具体如下： 

①采购模式 

技术、生产等相关部门所需要的原材料、设备及其他物资均通过公司采购部统一向国内外相关厂商择

优采购。 

②自主生产模式 

由于生物基材料、生物降解材料及产品的种类型号较多，生产模式主要以订单生产为主，即公司根据

客户订单要求生产相应产品型号和数量。 

③销售模式 

生物基材料、生物降解材料及制品以出口和内销，其中出口主要以阿里巴巴商务平台、经销商为主，

淘宝、直销等销售模式为辅。产品出口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澳门等国家和

地区。内销生物基材料、生物降解材料及各类制品既有OEM模式，也有虹彩自主品牌的推广，其中自主品

牌的推广采取多种渠道销售模式，既有与经销商合作，也有通过淘宝、微信平台等建立了自己的直销渠道。 

④定价政策 

公司采取自主定价的销售方式。 

（二）公司所处行业的特征及所处的行业地位 

1、公司所处的行业特征 

（1）新能源太阳能光伏发电的特征 

行业补贴模式FIT（Feed-in-Tariff），是目前全球主要国家正在采用的一种新能源补贴政策，该种补贴

政策通过设置明确的太阳能发电上网电价，鼓励太阳能发电的科技研发、项目开发和广泛应用。由于新能

源技术成本和生产成本高于传统能源，但新能源有降低温室效应及碳排放等诸多环境和社会效应，所以各

国政府采用FIT补贴的方式。 

目前，光伏行业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特别是我国的光伏应用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光伏成本大幅下降，

光伏补贴也逐年下降，光伏应用从大规模地面电站向分布式光伏电站方向转变，光伏平价上网的时代正加

速到来，部分工商业屋顶，以及一些光照好的地区的地面电站已经能够实现平价上网，届时，光伏行业将

迎来真正的大发展。 

（2）精细化工行业的特征 

精细化工行业应用于各个领域，并进入千家万户。气雾剂产品种类已发展到2,000多种，分为：个人用

品、工业和汽车用品、家庭用品、涂料、食品、杀虫剂、药用及其他气雾剂产品，行业没有明显的周期性

和季节性。 

根据中国气雾剂专业委员会提供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7年年底，全球气雾剂总产量突破160亿罐，

欧洲总产量超57亿罐，中国2017年生产了21.3亿罐气雾剂产品，年均增长率超过10%。中国气雾剂行业整

体延续了不断发展、上升的格局，实现了产品的配套齐全、多样性和多元化发展，中国市场已发展成为继

欧洲、美国后的全球第三大生产地。 

（3）生物降解材料行业的特征 

生物降解材料是利用可再生的生物质资源通过生物、物理及化学方法加工生产的高分子材料，是应对

当前石油资源日趋短缺和环境形式严峻的良好替代产品，应用于一次性用品、地膜等领域，随着全球对生

物降解材料政策支持及推广应用，产品已经深入社会的多个方面，行业没有明显的周期性和季节性。 

2、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1）在新能源行业所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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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2018年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74亿千瓦。截止目前，公司持有和在建光伏电站有262.5兆瓦，

公司光伏电站以地面电站和分布式电站结合，主要分布于中东部地区。 

公司参股公司锦泰钾肥拥有巴伦马海湖约473平方公里（采矿权面积197.96平方公里、探矿权面积

274.89平方公里）的盐湖资源，公司参股公司上海中锂是电池级磷酸二氢锂国家有色金属行业标准的制定

企业之一，建有年产8000吨电池级锂盐产品车间。 

（2）在精细化工行业所处地位 

公司是国内最早开始从事气雾剂生产、销售的企业之一，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并拥有中国驰名商

标，在品牌和技术具有领先的优势。公司的气雾漆产品处于细分行业的领先地位，公司主编修订的行业标

准BB/T0047-2018《气雾漆》，自2019年7月1日起实施，同时参与对《气雾剂产品测试方法》（GB/T 14449）

国家标准进行编制和修订，参与起草的《气雾剂级丙烷》、《气雾剂级异丁烷》、《气雾剂安全生产规程》、

《发动机润滑系统清洗剂》、《节气门清洗剂》、《进气系统免拆清洗剂》、《汽车机械及动力系统清洗

剂的有效性评价》等国家、行业标准已经颁布实施。 

（3）在生物降解材料行业所处地位 

公司致力于降低环境污染，提供低碳、环保生物基-生物降解材料及各类制品，公司在国内市场占有率

不断提升，继续扩大一次性用品领域的同时，开拓产品工艺和材料技术的研发。公司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近三年，公司一直重视自主创新能力的建设，同时与多个院校开展了产学研合作。注重产品质量的把控，

汇聚国内一批高科技人才，建立了完善的研发体系，先后推出多种生物降解塑料制品，并成功实现产业化。

公司产品得到了客户的广泛认可，是中国生物降解塑料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单位和生物基降解材料

SAC/TC380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专家委员单，已成为中国领先的生物基降解材料供应商之一。 

近年来，随着石油资源日益紧缺和环境污染逐渐加重，生物基材料作为环境友好型材料得到了快速发

展，公司生物基材料具有低碳环保、降低化石基材料使用，将应用于传统塑料制品，如各类生活用品、工

业用品等行业。在全球石化资源日益匮乏、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不断加剧的情况下，生物基材料及产品有

着广阔的运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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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628,902.58 654,119,343.75 -7.72% 636,100,473.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3,497,140.54 153,584,537.65 -232.50% 115,934,948.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9,079,105.59 127,336,280.69 -256.34% 65,467,702.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6,380,475.00 174,510,832.52 6.80% 142,271,425.5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8 -237.50% 0.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8 -237.50% 0.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77% 6.86% -16.63% 7.57%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3,103,085,832.34 3,858,765,784.54 -19.58% 3,349,493,948.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33,314,438.79 2,277,992,469.49 -15.13% 2,218,528,52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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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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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170,150,985.04 162,873,392.58 158,597,091.37 112,007,433.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265,021.06 32,276,195.90 20,544,206.12 -287,582,563.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841,762.88 29,680,732.78 18,560,069.63 -274,161,670.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935,085.53 40,023,120.34 25,768,826.25 48,653,44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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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296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91,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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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永弟 境内自然人 26.26% 494,406,779 492,306,859 
质押 494,007,100 

冻结 494,406,779 

深圳市彩虹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79% 259,504,859 0 

质押 259,314,459 

冻结 259,504,859 

深圳市汇通正源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6.45% 121,427,844 121,427,844 质押 121,427,844 

深圳宝信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0% 94,120,845 0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汇泽 26 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2.30% 43,345,636 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广华

泰丰 1 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33% 25,066,744 0   

深圳市前海新旺兆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5% 17,922,928 17,922,928 质押 17,922,928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信

托·民鑫 4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32% 6,023,000 0   

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光

大信托·浦赢 1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0.29% 5,460,000 0   

陈焕熠 境内自然人 0.29% 5,409,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深圳市彩虹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由陈

永弟先生及其配偶沈少玲女士共同投资设立，上述两名股东存在关联

关系，也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深圳

市前海新旺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部分高管、核心员工

合伙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普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陈焕熠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公司股份 5,409,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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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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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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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形势复杂严峻，机遇与挑战共存，我国宏观经济出现下行压力，但整体保持稳定。在

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公司努力克服困难，围绕着既定发展战略，整合各方优势资源，优化公司治理，加快

技术创新和研发水平，努力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2018年，受市场、行业、融资环境等因素影响，公司经营压力较大，经营业绩整体下滑。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03,628,902.58元，较上年同期减少50,490,441.17元，降幅7.72%；公司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3,497,140.54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57,081,678.19元，降幅23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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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保功能涂料与辅料 222,441,001.80 63,543,619.75 28.57% -13.40% -22.23%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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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发电 231,746,735.17 137,182,510.95 59.20% 12.75% 10.8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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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受531光伏新政及参股公司盈利未达预期影响，年末对固定资产、在建工程、长期股权投资等资

产计提减值，减少净利润22,576.00万元； 

（2）因整体融资环境因素影响，公司财务费用大幅增加，减少净利润13,833.13万元。 

上述因素导致本年净利润亏损，但未影响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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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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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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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公司执

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

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本次变更后，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按财政部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发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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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执行。除上述

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相关准则、指南、公告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公司根据财会【2018】15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比较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

表列报。会计政策变更对本公司年初数和上年数的影响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 

1 将“应收账款”与“应收票据”归并至“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列示 

应收票据 - 770,000.00 

应收账款 - 343,476,624.43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344,246,624.43 

2 
将“应收利息”、“应收股利”与“其他应收款”归并至“其他应收

款”合并列示 

应收利息 -13,387,605.67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13,387,605.67 

3 
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归并至“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合并列

示 

应付票据 -79,652,895.91 

应付账款 - 157,967,387.84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37,620,283.75 

4 将“应付利息”及“应付股利”归并至“其他应付款”合并列示 应付利息 -1,701,3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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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701,361.07 

5 将“管理费用”项目分拆“管理费用”和“研发费用”明细项目列报 
管理费用 -15,324,268.43 

研发费用 15,324,268.43 

②会计估计变更 

本期公司未发生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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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之子公司攀枝花君诚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于2018 年1月30日取得了攀枝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核发的《注销登记通知书》，完成了注销手续。 

本公司之子公司深汕特别合作区捷德丰科技有限公司于2018年8月13日取得了深汕特别合作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核发的《核准简易注销登记通知书》，完成了注销手续。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文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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