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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00                               证券简称：岱勒新材                               公告编号： 

长沙岱勒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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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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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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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岱勒新材 股票代码 30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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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家华 揭磊磊 

办公地址 长沙高新开发区环联路 108 号 长沙高新开发区环联路 108 号 

传真 0731-84115848 0731-84115848 

电话 0731-89862900 0731-89862900 

电子信箱 diat@dialine.cn diat@dialine.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国内专业从事金刚石线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致力于成为全球一流的硬脆材料加工耗材综合服
务商。公司产品为金刚石线，主要用于晶体硅、蓝宝石等硬脆材料的切割。硅片主要应用于太阳能光伏产业；蓝宝石薄片主

要用作LED照明设备衬底、消费电子等产业。公司自设立以来，主营业务及产品均未发生变化。  

随着光伏和蓝宝石应用市场的快速增长和技术升级更新的变化，金刚石线切割技术以其切割速度快、加工精度高、切割

损耗低、效率高且环保等综合优点，已基本取代了传统的内外圆及砂浆切割技术，成为硬脆材料切割领域的主流技术。经过
多年的技术创新和市场开拓，公司已发展成国内领先的金刚石线专业制造企业。金刚石线制造行业不存在明显的周期性和季

节性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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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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261,644,443.76 329,990,810.85 -20.71% 435,454,577.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832,175.61 34,009,430.81 -234.76% 111,347,272.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8,765,722.23 33,317,992.68 -246.36% 107,766,319.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897,993.16 4,625,972.65 -876.01% 14,774,952.6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6 0.41 -236.59% 1.6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6 0.41 -236.59% 1.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93% 6.35% -15.28% 32.98%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1,143,713,602.33 1,007,712,711.67 13.50% 993,413,806.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31,870,631.81 542,584,786.68 -1.97% 533,295,355.8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7,802,090.40 67,116,331.46 68,347,856.05 68,378,165.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59,697.98 -7,458,264.96 -3,761,376.55 -30,352,836.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795,607.72 -7,492,634.37 -4,666,603.74 -30,810,876.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548,207.44 -11,697,966.39 -13,979,023.66 2,327,2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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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01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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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志明 境内自然人 23.34% 19,233,000 19,233,000 质押 7,500,000 

杨辉煌 境内自然人 14.06% 11,586,000 11,586,000 质押 4,149,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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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腾 境内自然人 4.03% 3,321,000 3,321,000   

广东启程青年

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9% 1,636,000    

上海祥禾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7% 1,623,500    

上海祥禾泓安
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6% 1,616,221    

辽宁大辽河投

资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8% 1,381,550    

上海鸿华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1% 1,082,584    

长沙岱梦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1% 1,080,000 1,080,000   

北京启迪汇德

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3% 763,72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段志明、杨辉煌为公司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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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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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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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岱勒新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创
业板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 

岱勒转债 123024 2024 年 03 月 21 日 21,000 0.40%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报告期内“岱勒转债”发行未满一年，尚未到付息期。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报告期内，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03月07日出具了《长沙岱勒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中鹏信评【2019】第Z【84】号，报告确定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

持A+，评级展望维持稳定，“岱勒转债”的信用等级维持A+。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项目 2019 年 2018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53.50% 46.16% 7.34% 

EBITDA 全部债务比 -1.94% 17.29% -19.23% 

利息保障倍数 -2.62 2.97 -188.22%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年以来，受国家光伏政策宏观调控和市场竞争逐渐激烈的影响，硅切片金刚石线价格较上期出现大幅下滑。同时，受

到中美贸易战的影响，蓝宝石市场增速放缓。面对竞争激烈、错综复杂的市场环境，公司全面围绕董事会制定的年度经营计
划开展工作，通过不断强化内部管理、理顺与客户的关系、加强技术研发等措施，积极面对市场的各种不确定性，推动公司

向前发展，但报告期内，太阳能硅切片线产品市场价格下降幅度超出预期，且蓝宝石销量受到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影响公
司2019年度经营业绩。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6164.44万元，同比减少20.71%；实现净利润-4583.22万元，同比减少23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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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刚石线 260,364,044.38 46,250,308.89 17.76% -17.94% -61.89% -2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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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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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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普通股股东净利润-4583.22万元，同比减少234.76%。公司业绩下滑主要原因为（1）“光伏531新政”

实施后，国家对光伏电站进行规模管理并降低补贴强度，下游产业成本传导，致使硅切割用金刚石线价格大幅度下跌，另一

方面，金刚石线制造行业竞争日益激烈，对产品价格下跌也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2）受中美贸易战影响，蓝宝石市场增
速放缓，对公司蓝宝石切割用金刚石线销量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影响了公司本报告期经营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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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

移》及《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7号、8号及9号）、《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的

相关要求，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实施。本公司根据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日执行新准则与现行准则的差

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2）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的相关要求，公司自2019年1

月1日起财务报表按照新的格式进行编制。 

（3）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的相关要求，本公司对2019 

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根据准则规定进行调整。本公司对 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

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进行追溯调整。 

（4）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的相关要求，本公司对2019 年1

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据准则规定进行调整。本公司对 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

要进行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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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