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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25                           证券简称：德威新材                           公告编号：2019-043 

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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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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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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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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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威新材 股票代码 30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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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红梅 陆玲 

办公地址 江苏省太仓市沙溪镇沙南东路 99 号 江苏省太仓市沙溪镇沙南东路 99 号 

传真 051253222355 051253222355 

电话 051253229379 051253229354 

电子信箱 dongmi@chinadewei.com dongmi@chinadewei.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线缆用高分子材料行业 

线缆用高分子材料又称线缆材料，是指在电线电缆中应用的，起绝缘、屏蔽、保护作用的高分子材料。上市以来公司坚持主

业为核心发展，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依然是线缆用高分子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涵盖绝缘材料、屏

蔽材料及护套材料，主要包括XLPE绝缘材料、内外屏蔽材料、汽车线束绝缘材料、弹性体材料、UL系列材料及通用PVC材料

共六大类、数百个品种，广泛运用于电力（风力、火力、核电）、汽车、船舶、铁路、家电、通信、建筑等各领域。公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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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电缆行业少数通过美国UL检验机构产品安全认证的企业之一，同时也是一家集美标、德标和日标于一体的汽车电线绝缘

料合格供应商。 

产品名称 主要用途 

XLPE绝缘材料 中、高压电力电缆化学交联PE绝

缘料 

主要用于中压（10kv和35kv）、高压（110kv以上）的电

力电缆绝缘层 

硅烷交联和硅烷自交联PE绝缘材

料 

主要用于10kv以下的电力电缆绝缘层，属于中低压绝缘

料，还用于控制电缆、计算机电缆和船用电缆的绝缘层 

低烟无卤XLPE绝缘材料 主要用于有无卤阻燃要求的电缆绝缘和护套，比如，核

电站电缆、船用电缆、轨道交通电缆、通信电缆和信号

电缆等对安全要求高的环境和领域 

内外屏蔽料 主要用于生产配合中高压及超高压电力电缆的屏蔽层 

汽车线束绝缘材料 主要用于生产轿车里面的电线的绝缘材料；汽车线束料

权威的标准为德系标准、美系标准、日系标准和法系标

准，德国车一般参照德系标准和ISO标准；而美国车参

照美系标准；日系车参照日系标准；法系车参照法系标

准 

弹性体材料 主要由聚氯乙烯（PVC）树脂等复合而成，因为产品的

柔韧性、回弹性、耐低温性和耐油性比较好，而被称为

弹性体，主要用于生产电梯电缆护套料、轨道交通电缆、

航空导电电缆、风电电缆和矿井电缆等 

UL系列料 主要用于生产满足美国UL标准的材料，大部分进入美国

市场的电线、电缆产品所使用的原材料须通过UL认证 

通用PVC材料 主要用于生产国内民用低压电线和低压电缆，也有部分

用于控制电缆中的低压电线 

线缆用高分子材料行业具有典型的“以单定产”的特点。由于电线电缆的用户在产品使用条件、使用范围等方面都有不同要

求，导致所需线缆材料的性能参数存在差异，线缆用高分子材料企业往往是先获得订单，再组织生产，产品生产完成后直接

交付至下游客户。 

公司根据客户的订单及市场的需求情况，统一采购，均采用招投标的方式。 

不同性能的电缆需要的线缆材料具有不同参数指标，公司的客户以电力电缆、电气装备电缆生产企业为主，此类客户具有“产

品特性强”、“以单定产”的特点。与之相适应，公司也采取“以销定产”的生产方式，根据产品的不同，逐单开展生产组织

工作。此种生产模式，增强了公司原材料采购的针对性，有助于降低库存商品、提高了公司资金使用效率。 

公司主要采用直接销售模式。公司产品专业性强，客户对技术服务的要求较高，直接销售模式可减少中间环节、贴近市场并

及时深入了解客户的需求，有利于向客户提供技术服务和控制产品销售风险。 

电线电缆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中最大的配套行业之一，是各产业的基础，其产品广泛应用于能源、交通、通信、汽车以及石

油化工等基础性产业，其发展受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国家经济政策、产业政策走向以及各相关行业发展动态的影响，

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 

线缆材料发展的周期性基本与宏观经济发展的周期性一致。我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线缆生产大国，并将在未来较长时期

保持稳定的增长，因此从中长期来看，我国线缆材料行业前景向好。作为线缆行业的配套产业，线缆材料行业也将保持良好

的增长势头。 

我国线缆高分子材料的市场竞争呈现出“三多、三少”的局面，即小企业多、大企业少，与小企业相比，大企业在产品开发

能力、技术服务能力、生产设备先进性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能为客户提供质量更为稳定的产品以及更为及时、有效的技

术服务。“单一产品型”企业多、“系列产品型”企业少，系列化产品所造就的“一站式”服务有助于客户的产品质量和成本

控制，更易为客户接受。“成本效益型”企业多、“技术效益型”企业少，“技术效益型”企业更注重新产品开发，产品整体

档次高、附加值高，以XLPE绝缘材料、内外屏蔽材料以及特种线缆材料为主。 

公司目前处于国内领先企业的行列，是国内少数“系列产品型”（即产品结构丰富，涵盖三类产品，既能提供普通线缆材料，

又能提供特种线缆材料，能够满足客户多样化的产品需求）线缆用高分子材料生产企业之一，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依托自

身研发实力，主动开展性价比较高的新品研发，积极探寻与下游企业的合作，以引导下游企业选择新产品替代原有产品，创

造更大的市场空间。 

（2）、化工新材料行业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和时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合成高分子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PBT纤维、锦

纶短纤、PBT树脂、PBAT树脂和TPEE树脂及改性产品等。自成立以来，和时利一直专注于合成高分子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持续进行新产品的研发和开拓，根据市场状况的变化选择细分产品作为切入点。截至目前，已形成了以PBT纤维、锦纶

短纤、PBT树脂为基础，以PBAT和TPEE树脂及其改性产品、PBT纤维为主攻方向，以TPEE树脂应用开发为未来研发方向，形成

收获一批、发展一批并储备一批的三层梯队式产品结构。 

和时利将紧抓化工行业重新“洗牌”的大好契机，通过项目建设实施，加大技术创新力度，提升工艺装备水平，积极进行产

能升级和产品结构调整，抢抓市场机遇，提升发展空间，在未来发展中赢得先机和竞争优势，实现公司的快速发展。 

合成材料应用领域包括服装纺织、汽车工业、医疗卫生、家用电器、电子电气、建筑等行业，涉及人们生活各个方面，因此，

行业景气程度与宏观经济运行周期有一定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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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合成材料行业呈现一定区域性特征，企业主要分布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三大区域，这些区域也是我

国服装、电子、汽车、机械产品加工工业最发达的地区。 

合成材料制造行业的季节性特征与下游终端产品的消费淡旺季特征趋同，例如秋冬季服装厚实保暖，相应国内合成纤维应用

秋冬季为旺季。但由于合成材料产品下游应用广泛，因此不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 

经过近十年发展，和时利已经成为合成高分子材料行业细分领域的领先企业之一，报告期内高毛利的TPEE产能充分释放，同

时进行技术改造，增加TPEE的产能，为未来持续增长奠定了基础。 

（3）、燃料电池行业 

公司燃料电池行业主要分为国内及国外基地，国内以上海德威明兴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为主要成员，下含湖南德威氢动力有

限公司，主要发展国内燃料电池业务，产品主要投向商用车，公司的燃料电池发动机在国家机动车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通

过测试取得国家认证：编号为QM18ER1NA0011、QM18EB1NA0011。国外则以美国混合动力（USH）及美国燃料电池（USFC）为

主。USFC的燃料技术有如下优点：超高输出功率：80kW-120kW燃料电池电堆，8级卡车发动机、大巴车发动机； 采用世界独

一无二的多孔石墨板技术，完美解决燃料电池水管理难题；高能量密度系统：系统高度集成使系统体积及质量密度国内同行

领先；世界最长路测寿命：2015年达到20000小时运行记录，2018年达到25000小时运行记录，在燃料电池行业内处于领先水

平。 

 
公司将在国内国外两大燃料电池基地的支持下，大力发展燃料电池业务，逐步建立“两新战略”的发展基础，健康稳健的坚

持发展路线不动摇，力争成为燃料电池行业中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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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3,992,132.61 1,787,441,623.38 22.74% 1,580,730,262.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0,718,694.34 25,081,622.04 -501.56% 76,020,481.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7,864,553.57 21,479,306.96 -695.29% 67,190,561.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979,150.64 -244,480,288.04 -108.99% -353,056,632.4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02 -600.00% 0.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02 -600.00%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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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07% 1.47% -8.54% 5.79%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4,250,528,560.95 4,508,622,996.19 -5.72% 3,288,199,350.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68,997,664.76 1,474,540,361.49 -7.16% 1,513,313,1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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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7,897,370.71 711,614,312.64 558,955,626.41 335,524,822.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856,457.88 18,179,281.69 -9,907,802.45 -125,846,631.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214,118.74 17,695,872.18 -11,737,324.61 -150,037,219.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2,977,972.78 -12,908,618.20 -114,676,277.14 242,542,01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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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99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37,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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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7.67% 378,858,190 125,670,240 质押 378,848,200 

李日松 境内自然人 4.99% 50,268,098 50,268,098 质押 50,268,098 

苏州香塘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48% 35,000,000  质押 35,000,000 

苏州蓝壹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20% 32,227,639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香塘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50% 25,134,047 25,134,047 质押 25,000,000 

姚丽琴 境内自然人 2.13% 21,469,300    

顾振其 境内自然人 1.99% 20,000,000    

苏州信托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3% 10,320,000    

瞿建华 境内自然人 0.80% 8,041,850    

马芸 境内自然人 0.61% 6,165,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香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苏州香塘创业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全资子公司，顾振其先生为苏州香塘创业投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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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作为苏州香塘的实际控制人

之一与另一实际控制人顾建平先生为父子关系。 

2、瞿建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和时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与姚丽琴为夫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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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同期变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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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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始终坚定贯彻落实“单一主业下的多领域发展”的整体战略，积极发展“两新”，一方面专注于线缆用高分子

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通过兼并收购公司新增化工新材料业务，大力扩展化工新材料业务，另一方面继续推进燃料电池

领域的布局。 

2018年，对整个资本市场来说是特殊的一年，对公司来说，是齐心协力共同度过的无法忘却的一年。在这一年，公司经历了

大股东股票质押平仓、因国家去杠杆而导致的融资难融资贵的情形，在经济增速放缓，市场环境不良的情况下，公司员工在

董事会的带领下，齐心协力，直面困难，虽然2018年的经营情况不如人意，但在2018年，公司对落后产能进行淘汰、对各工

作岗位更加明确岗位职责，精简人员，同时加强各部门的管理，为2019年公司的健康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193,992,132.61元，较上年增长22.74%，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分别为-79,112,288.54元、-78,651,263.17元、-100,718,694.34元，分别较上年下降379.43%、344.83%、501.56%。 

报告期内，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32,000万元收购江苏和时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剩余40%股权，与公司2017年收购和时利

60%股权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截止目前，公司已支付部分股权转让款。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未实施完毕，公司需向

主管工商登记部门办理和时利相关股权过户及完成章程修订等事宜的变更登记及备案手续。 

公司在报告期内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但在公司董事会的带领下，兢兢业业，坚持公司主业发展，坚定不移的往前走，不

忘初心、永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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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LPE 料 550,486,135.50 508,172,484.64 7.69% -49.37% -47.50% -29.97% 

PBT 树脂 201,893,947.34 172,306,643.31 14.65% 100.00% 100.00% 100.00% 

PBT 纤维 455,994,060.32 399,981,281.84 12.28% 100.00% 100.00% 100.00% 

锦纶短纤 391,688,111.27 373,194,372.07 4.72% 100.00% 100.00% 100.00% 

TPEE 树脂 105,190,177.08 64,427,623.84 38.75% 100.00% 100.00% 100.00% 

合计 
1,705,252,431.

51 

1,518,082,405.

69 
10.98% 56.83% 56.83%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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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因线缆用高分子材料行业市场竞争不断加剧，公司产品毛利率较上一年度有所下降；其次，公司在本年度进行产

品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产能，导致费用有所增加；此外，公司2017年在新能源、新材料等相关领域的对外投资，相关成本费

用持续增加，但相关子公司尚未产生效益，同时因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公司聘请了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

机构对期末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根据测试结果调整计提了商誉减值准备，由于该因素调整导致资产减值损失增加，且对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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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单项进行减值测试，按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计入当期损益；另通过对存货

进行全面清查后，按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提取或调整存货跌价准备，以上原因导致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较去年同期发生变化。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193,992,132.61元，较上年增长22.74%，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分别为-79,112,288.54元、-78,651,263.17元、-100,718,694.34元，分别较上年下降379.43%、344.83%、5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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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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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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