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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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 2019年 4月 24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 2018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拟以 2018年 12 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50,0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发现金股利 1.00 元（含税），共派发现金股利 5,000 万元。资本公积金不转增股本。该议案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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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芯能科技 603105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健 董雄才 

办公地址 浙江省海宁市皮都路9号 浙江省海宁市皮都路9号 

电话 0573-87393016 0573-87393016 

电子信箱 xnkj@sunorensolar.com xnkj@sunorensolar.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1 公司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说明 

公司是一家以分布式光伏为核心的清洁能源服务商，主营业务包括分布式光伏电站投资运营

（自持分布式光伏电站）、分布式光伏项目开发与服务（为客户开发分布式光伏电站）以及光伏产



品研发和制造。 

分布式光伏电站的投资运营通过自持并运营分布式光伏电站，为用户提供清洁能源，并从中

获得稳定的发电相关收入；分布式光伏项目开发与服务主要为分布式光伏电站投资者提供屋顶资

源、电站所需硬件、并网支持及后续智能化运营和维护等服务；公司光伏产品的研发和制造主要

包括晶体硅片等光伏产品的研发和制造业务。 

分布式光伏电站投资运营（自持分布式光伏电站）主要是销售自持分布式电站所发的电量。

根据“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原则，公司与屋顶资源业主签订能源管理合同，以业主需求为导

向，在电站建成运营后，所发电量按照一定的电价折扣优先供应屋顶资源业主使用或者支付屋顶

资源业主一定的租赁费用。若电站所发电量供屋顶资源业主使用后尚有余电，则余电全额上网。 

分布式光伏项目开发与服务（为客户开发分布式光伏电站）的销售模式主要是为外部分布式

光伏电站投资者提供电站开发服务，采取“服务+组件”的模式。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

屋顶资源的开发，当前公司主要通过知识普及、项目及优惠政策宣讲、成功案例现场考察及预案

设计、现场答疑等方式，说服屋顶资源业主参与分布式光伏电站的开发；二是根据客户的需求，

提供电站建设所需的光伏组件，以满足客户在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过程中对组件的需求。 

公司光伏产品制造业务在优先满足电站业务需求的前提下，根据市场行情对下游客户销售硅

片、方棒等光伏产品。 

2.2 行业情况说明 

（1）政策方面，分布式光伏是利用分散闲置的屋顶资源建设电站，实现光能与电能的转化，

具备清洁环保、所发电量就地消纳等优点，是太阳能发电领域中的重要应用。在微观上能够满足

用户的用电需求，降低用电成本，提升闲置资源的利用价值。在宏观上符合国家发展清洁能源产

业的战略部署，因此，得到了国家、政府的大力支持。整体而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

能源局以及工业和信息化部等相关政府部门均出台了支持分布式光伏发展的政策。国家在战略新

兴产业、电力、太阳能、可再生能源“十三五”规划中，提出要大力发展分布式光伏电站，尤其

是以工商企业屋顶为依托的分布式光伏电站；并提出截至 2020 年分布式光伏电站装机容量要达到

60GW，是“十二五”末装机容量的 10 倍。同时，在补贴方面，国家对之前已建成分布式光伏电

站的补贴持续 20 年，补贴政策支持力度较大。  

 2018 年，国家以及各地方政府陆续对光伏产业政策作出部分调整，针对新投运的分布式光

伏电站加快了光伏发电补贴退坡，降低补贴的强度，此政策对分布式光伏行业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对市场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短期内导致行业内公司的收入和利润出现较大幅度下降。但从辩



证角度来看，政策的调整并不是要打压分布式光伏电站的发展，而是在行业成本逐年下降的背景

下，通过适当降低补贴来引导行业向健康发展，避免无序竞争，为分布式光伏行业及时“降温”，

防止因高补贴而再次引发非理性的“抢装潮”，通过政策手段形成倒逼效应，从而实现光伏发电的

市场化。在政策调整的催化下，国内光伏产品价格也经历多轮下调，分布式光伏电站投资成本大

幅下降，虽然电价补贴下降，但同时成本的大幅下降使得电站投资仍然具有投资价值，故分布式

光伏电站装机容量下半年依旧是逆势增长。从长远来看，政策调整后行业经历洗牌，一些规模较

小、实力较差的企业被市场淘汰，优质企业脱颖而出，整个光伏行业集中度将不断提高，内生动

力不断增强，以上政策调整的消极影响也将逐步被消化。这是光伏行业逐渐走向成熟的自然表现，

也是产业发展的必然规律。 

（2）“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分布式光伏认可度愈显突出，将更具竞争力。自 2009 年以

来，国家通过对光伏发电的高补贴政策，将光伏发电逐渐带入人们的视线。随着以浙江、江苏等

经济发达省份为代表的分布式光伏电站建成并网稳定运营，通过行业先行者带来的示范效应，打

消了屋顶资源业主和用户们不必要的顾虑，人们对分布式光伏发电的认识也趋于成熟，较高的投

资回报率吸引了潜在客户的关注，更多的屋顶资源拥有者愿意接受甚至主动投资分布式光伏电站。

在这些投资者中，不乏寻求转型的传统行业企业主、工商业屋顶业主、具有一定资金实力的个人

及农户等，多元投资者的进入对分布式光伏开发及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有助于分布式光伏电站

的推广和行业规模的快速提升，进一步推动国家发展清洁能源产业的进程。随着光伏政策调整的

影响，补贴的下调和取消，“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分布式光伏更具竞争力。 

（3）分布式光伏电站所需屋顶资源具备较大的可开发空间。屋顶资源主要来源于工商业屋顶

以及户用屋顶。根据同花顺 iFinD 统计的数据，仅 2004 年-2018 年十多年的时间内，全国累计竣

工的工业厂房仓库面积达 650,691.64 万平方米，如果上述屋顶有 50%可建成分布式光伏电站，则

累计可建成约 325GW 的分布式电站，是截至报告期末累计开发容量的 6.4 倍左右；此外，商业屋

顶和户用屋顶也将为分布式光伏电站提供丰富的屋顶资源，且随着未来新建工商业建筑和居民住

宅的逐年增多，屋顶资源将源源不绝，因此未来分布式光伏电站可开发空间将随着屋顶资源的不

断增加，市场前景愈加广阔。 

（4）技术进步使光伏行业整体竞争力不断增强。光伏产业通过不断创新和技术开发推动行业

的发展。硅片制造方面，铸造单晶技术、硼镓共掺技术、金刚线切割等技术的应用，大大降低了

硅片的生产成本；组件方面，先进激光切割技术、多主栅组件技术、半片组件技术、叠瓦等技术

的应用，大幅提高了组件的光电转化效率。光伏产品的成本下降及光电转换效率的提升使得分布



式光伏电站的单位投资成本大幅降低，行业整体呈现降本增效的趋势。在以上因素的推动下，光

伏行业相对于其他新能源和传统能源行业有着得天独厚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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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1,606,527.52 2,195,254,461.51 16.69 1,681,249,347.92 

营业收入 384,172,760.48 936,385,532.93 -58.97 1,148,590,279.0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66,162,719.41 116,383,515.44 -43.15 77,712,764.0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1,632,648.22 105,182,696.64 -60.42 107,087,402.9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459,275,039.10 1,018,995,201.68 43.21 899,850,686.24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20,001,066.84 185,788,546.85 -164.59 -156,764,439.59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5 0.28 -46.43 0.2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5 0.28 -46.43 0.20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5.48 12.12 减少6.64个百分

点 

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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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090,998.58 152,149,285.12 73,336,327.03 70,596,149.7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0,877,975.72 42,206,438.73 18,790,940.11 -5,712,635.1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0,335,284.62 40,961,434.05 12,528,891.96 -22,192,962.41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1,115,897.99 -77,473,765.71 -59,454,558.4 38,043,155.26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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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9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4,05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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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宁市正达经编有限

公司 

0 69,920,000 13.98 69,920,00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张利忠 0 49,280,000 9.86 49,280,000 无   境内自

然人 

杭州鼎晖新趋势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0 44,276,000 8.86 44,276,000 无   其他 

张震豪 0 28,560,000 5.71 28,560,000 无   境内自

然人 

戴建康 0 27,892,000 5.58 27,892,000 无   境内自

然人 

张文娟 0 25,200,000 5.04 25,200,000 无   境内自

然人 

刘沛涛 0 13,440,000 2.69 13,440,000 无   境内自

然人 

海宁市乾潮投资有限

公司 

0 12,600,000 2.52 12,600,00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海宁瑞君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0 8,885,000 1.78 8,885,000 无   其他 

西藏瑞东财富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海宁象

屿瑞杉投资管理合伙

0 6,883,000 1.38 6,883,000 无   其他 



企业（有限合伙）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无限售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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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公司围绕“持续优化业务结构，聚焦自持电站建设，夯实业绩‘安全垫’，紧跟产

品技术发展”的业务发展战略，进一步加大高毛利率太阳能自持分布式电站规模，合理控制低毛

利率业务规模。报告期内，公司新增已并网的自持分布式电站装机容量约 132MW，与上年同期新

增并网自持分布式电站装机容量基本持平，近两年自持分布式电站装机容量平均复合增长率为

172.12%，呈高速增长态势。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累计已建成的自持分布式电站规模约 311MW，

在建或已签订合同拟建的自持分布式电站约 80MW。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8,194.58 万元，其中，分布式光伏电站投资运营（自持

分布式光伏电站）、分布式光伏项目开发与服务（为客户开发分布式光伏电站）以及光伏产品研发

和制造分别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0,985.75 万元、13,387.82 万元、3,821.01 万元，占主营业务收

入比重分别为 54.95%、35.05%、10.00%。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 77.42%、-69.47%、-89.36%，

盈利能力较强的分布式光伏电站投资运营收入比重持续大幅上升,较低毛利率的分布式光伏项目



开发与服务以及低毛利率光伏产品研发和制造实现的营业收入比重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 58.9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

降 43.15%，主要原因是：一、公司根据既定的业务发展战略，在公司资金实力增强的情况下，聚

焦自持分布式电站建设，加大高毛利率分布式电站业务投入，相应减少了分布式项目开发与服务

规模。二、受国家光伏产业政策调整影响，光伏产品市场行情波动较大，价格持续走低，公司光

伏产品以及分布式光伏开发及服务业务都受到较大影响。三、虽然报告期内公司新增自持电站装

机容量较大，毛利率仍较高，但是由于新增电站竣工时间不同，属于陆续并网，尚未实现全年发

电，且光伏产业政策调整以后新建项目暂无国家补贴，因此新增项目所带来的发电收入及利润不

足以弥补光伏电站开发与服务、光伏产品销售所下降的收入及利润。 

报告期内，公司自持电站实现的电费收入为 20,985.75 万元，该业务毛利为 14,567.38万元，

目前公司已并网的自持电站装机容量约 311MW，该部分电站在未来可实现全年发电，预计每年发

电收入将提高至约 30,000万元，毛利提高至约 20,000 万元，毛利率最高可达约 68%，持续 15-20

年，并且随着自持电站规模的继续扩大，运营成本逐步地降低，电费收入和毛利将保持增长,公司

发电收入对主营业务收入的占比将会继续提升。该业务进一步夯实了公司业绩“安全垫”，为公司

的可持续经营能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为 46.12%，较上年同期的主营业务毛利率 23.87%大幅提升，

主要原因是毛利率较高的自持分布式电站业务占比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而毛利率相对较低的分

布式光伏项目开发与服务和低毛利率光伏产品业务占比下降所致。报告期内，分布式光伏电站投

资运营、分布式光伏项目开发与服务以及光伏产品研发和制造三项业务各自的毛利率分别为

69.42%、26.67%、-13.64%。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256,160.65 万元，较上年末增长 16.6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为 145,927.50 万元，较上年末增长 43.21%。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收到首发募集资金投

资自持分布式电站，自有优质资产不断增加，以及公司经营获利所致。 

随着行业技术的进步，光伏产品端成本持续下降，光电转化效率不断提升，光伏产品整体呈

现“降本增效”的趋势，为公司持续布局分布式光伏业务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公司将坚定围

绕“以分布式光伏为核心的清洁能源服务商”的定位，持续提升自持电站规模，进一步夯实行业

地位，在此基础上围绕主业拓展相关新业务。 

近年来，以电动汽车为主流的新能源汽车市场蓬勃发展，但在汽车充电与储能方面，相关的

充电基础设施匮乏，充电效率较低，储能成本较高，无法很好满足高速发展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充



电需求，随着充电技术和储能技术突破，汽车充电市场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报告期内，公司积

极探索与尝试建设将太阳能分布式电站与储能技术、充电桩技术相结合的智能化充电站，2018年

已完成实验站建设并投入使用。 

 

1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2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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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公司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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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解读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 2018 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

法。2017 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 81,549,759.36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 203,546,704.76 
应收账款 121,996,945.40 

应收利息  

其他应收款 16,333,269.60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16,333,269.60 

固定资产 1,087,068,467.38 
固定资产 1,087,068,467.38 

固定资产清理  

在建工程 85,157,631.50 
在建工程 97,158,631.50 

工程物资 12,001,000.00 

应付票据 413,947,270.11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 774,544,645.83 
应付账款 360,597,375.72 

应付利息 630,364.29 

其他应付款 3,108,960.46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2,478,596.17 

长期应付款 16,947,249.03 长期应付款 16,947,249.03 



专项应付款  

管理费用 64,605,831.17 
管理费用 51,664,953.78 

研发费用 12,940,877.39 

收到与其他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注] 626,484,998.79 

收到与其他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626,724,998.79 

收到与其他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注] 910,000.00 

收到与其他投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670,000.00 

[注]：将实际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240,000.00 元在现金流量表中的列报由“收到与

其他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调整为“收到与其他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财政部于 2017 年度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9 号——关于权益法下投资净损失的

会计处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0 号——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折旧方法》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1 号——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及《企业会

计准则解释第 12 号——关于关键管理人员服务的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联方》。公司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解释，执行上述解释对公司期初财务数据无影响。 

（3）本报告期不存在会计估计变更情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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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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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将嘉兴能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等 52 家子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情况详见年

度报告财务报表附注合并范围的变更和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之说明。 

为便于表述，将编制本财务报表附注中涉及的相关公司简称列示如下： 

公司全称 简 称 备 注 

嘉兴能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能发电子 本公司子公司 

海宁市鑫创电子有限公司 鑫创电子 本公司子公司 

海宁市赢富电子有限公司 赢富电子 本公司子公司 

海宁芯能微电网技术有限公司 芯能微电网 本公司子公司 

嘉兴科洁新能源有限公司 嘉兴科洁 本公司子公司 

嘉兴科联新能源有限公司 嘉兴科联 本公司子公司 

嘉善科洁新能源有限公司 嘉善科洁 本公司子公司 

桐乡科联新能源有限公司 桐乡科联 本公司子公司 

绍兴上虞芯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上虞芯能 本公司子公司 



海宁茂隆微电网技术有限公司 海宁茂隆 本公司子公司 

平湖芯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平湖芯能 本公司子公司 

衢州芯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衢州芯能 本公司子公司 

台州芯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台州芯能 本公司子公司 

芜湖芯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芜湖芯能 本公司子公司 

嘉兴芯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嘉兴芯能 本公司子公司 

德清芯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德清芯能 本公司子公司 

三门芯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三门芯能 本公司子公司 

绍兴科洁新能源有限公司 绍兴科洁 本公司子公司 

杭州科洁新能源有限公司 杭州科洁 本公司子公司 

湖州市科洁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湖州科洁 本公司子公司 

淮安科洁新能源有限公司 淮安科洁 本公司子公司 

宁波北仑芯能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芯能 本公司子公司 

清远科洁新能源有限公司 清远科洁 本公司子公司 

南昌芯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南昌芯能 本公司子公司 

苏州芯智新能源有限公司 苏州芯智 本公司子公司 

武汉东西湖芯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武汉芯能 本公司子公司 

惠州芯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惠州芯能 本公司子公司 

苏州芯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苏州芯能 本公司子公司 

无锡科联新能源有限公司 无锡科联 本公司子公司 

武汉科洁新能源有限公司 武汉科洁 本公司子公司 

宜昌科洁新能源有限公司 宜昌科洁 本公司子公司 

宜昌科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宜昌科能 本公司子公司 

余姚芯能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余姚芯能 本公司子公司 

杭州芯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杭州芯能 本公司子公司 

常州科洁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科洁 本公司子公司 

浙江芯能售电有限公司 芯能售电 本公司子公司 

温岭芯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温岭芯能 本公司子公司 

浙江芯能惠民新能源有限公司 芯能惠民 本公司子公司 

岱山芯创新能源有限公司 岱山芯创 本公司子公司 

临海芯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临海芯能 本公司子公司 

盐城科联新能源有限公司 盐城科联 本公司子公司 



嘉兴乍浦芯创新能源有限公司 乍浦芯创 本公司子公司 

义乌芯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义乌芯能 本公司子公司 

诸暨芯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诸暨芯能 本公司子公司 

台州科联新能源有限公司 台州科联 本公司子公司 

海门科洁新能源有限公司 海门科洁 本公司子公司 

九江芯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九江芯能 本公司子公司 

彭泽县芯创新能源有限公司 彭泽芯创 本公司子公司 

湖州科联新能源有限公司 湖州科联 本公司子公司 

天台芯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天台芯能 本公司子公司 

宁波科联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科联 本公司子公司 

兰溪芯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兰溪芯能 本公司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