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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00                                证券简称：岱勒新材                                

长沙岱勒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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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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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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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变更为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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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82,409,756.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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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 长沙高新开发区环联路 108 号  

传真 0731-84115848  

电话 0731-89862900  

电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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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242,897,047.71 261,644,443.76 -7.17% 329,990,810.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03,797.09 -45,832,175.61 103.28% 34,009,430.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165,984.70 -48,765,722.23 81.20% 33,317,992.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276,287.22 -35,897,993.16 175.98% 4,625,972.6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0 -0.560 103.26% 0.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0 -0.560 103.26% 0.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8% -8.93% 9.21% 6.35%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136,905,433.26 1,143,713,602.33 -0.60% 1,007,712,711.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33,481,858.89 531,870,631.81 0.30% 542,584,78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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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551,617.95 57,468,841.55 68,639,244.77 57,237,343.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66,407.08 -694,018.99 2,457,368.63 -3,025,959.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570,469.52 -1,942,261.40 881,037.15 -2,534,290.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76,478.43 152,073.41 36,083,333.18 -12,535,59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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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1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2,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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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4% 19,068,500 14,424,750 质押 7,679,999 

杨辉煌 境内自然人 13.77% 11,351,300 8,68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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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辽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51% 2,069,700    

费腾 境内自然人 2.04% 1,681,000    

黄大维 境内自然人 1.99% 1,640,000    

长沙岱梦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5% 1,030,000    

杨兴礼 境内自然人 0.89% 735,000    

长沙岱想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7% 720,000    

张力平 境内自然人 0.45% 371,500    

#林侦 境内自然人 0.44% 360,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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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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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岱勒转债 123024 2019 年 03 月 21 日 2024 年 03 月 21 日 21,000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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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06月19日出具了《长沙岱勒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0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中鹏信评【2020】跟踪第【134】号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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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53.08% 53.50% -0.42% 

EBITDA 全部债务比 8.89% -1.94% 10.83% 

利息保障倍数 0.85 -2.62 132.33%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公司实现归属于普通股股东净利润150.38万元。报告期内，因国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行业需求下滑，公

司短期停工停产，且疫情期间防疫成本增加，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同时因下游产业链成本下降压力的传

递，公司产品同样面临价格下降的压力，盈利能力进一步承压。为应对市场的发展变化，满足客户需求，公司重点加强了技

术研发和成本控制的力度，本报告期公司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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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238,259.68 51,002,686.02 21.59% -9.27% 10.28% 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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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实现归属于普通股股东净利润150.38万元。报告期内，因国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行业需求下滑，公

司短期停工停产，且疫情期间防疫成本增加，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同时因下游产业链成本下降压力的传



长沙岱勒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递，公司产品同样面临价格下降的压力，盈利能力进一步承压。为应对市场的发展变化，满足客户需求，公司重点加强了技

术研发和成本控制的力度，本报告期公司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 

 

6、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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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经董事会批准，自2020年1月1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相关

规定，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会计政

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将预收货款由“预收款项”重分类

到“合同负债”以及“其他流动负

债”列报 

合并资产负债表：调增期初合同负债409,151.27元，调增期初其他流动负债

53,189.66元，调减期初预收款项462,340.93元；调增期末合同负债996,209.11元，

调增期末其他流动负债129,507.18元，调减期末预收款项1,125,716.29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调增期初合同负债409,151.27元，调增期初其他流动负债

53,189.66元，调减期初预收款项462,340.93元；调增期末合同负债996,209.11元，

调增期末其他流动负债129,507.18元，调减期末预收款项1,125,716.29元。 

将运输费由“销售费用”重分类到

“营业成本”列报 

合并利润表：调增本期营业成本5,467,767.58元，调减本期销售费用5,467,767.58

元。 

利润表：调增本期营业成本5,095,111.72元，调减本期营业成本5,095,111.7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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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