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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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真福   董事 工作原因  叶建彪 

杨伯溆 董事 工作原因  朱兆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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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海宜   股票代码 002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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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磊 徐磊 

办公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泾茂路 168 号新海宜科技园 苏州工业园区泾茂路 168 号新海宜科技园 

电话 0512-67606666-8638 0512-67606666-8638 

电子信箱 zqb@nsu.com.cn zqb@nsu.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营业务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通信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业务，软件与服务业务，以及LED产品研发、生产与销售业务。公司目

前已经形成了“ 新能源”和“大通信”两大业务主线，“新能源”领域以新能源纯电动物流车及配套的动力电池产业和以LED芯片

为主的节能产业为核心，“大通信”领域以面向公网及专网的通信硬件、软件和互联网内容为核心。 

 

（二）公司主要业务和产品 

公司目前主要产品包括新能源纯电动物流车及配套动力电池、LED产品和通信硬件产品、软件服务/产品四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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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能源纯电动物流车及配套的动力电池 

新能源汽车是指采用非常规的车用燃料作为动力来源（或使用常规的车用燃料、采用新型车载动力装置），综合车辆的

动力控制和驱动方面的先进技术，形成的技术原理先进、具有新技术、新结构的汽车。新能源汽车包括四大类型,分别是混

合动力电动汽车(HEV)、纯电动汽车(BEV，包括太阳能汽车)、燃料电池电动汽车(FCEV)、其他新能源（如超级电容器、飞

轮等高效储能器）汽车。 

纯电动汽车是指由可充电电池（目前主流的可充电电池是锂离子电池）提供动力源，用电机驱动车轮行驶，符合道路交

通、安全法规各项要求的车辆。 

公司参股的陕西通家目前主要产品为新能源纯电动物流车，属于新能源纯电动汽车中的专用汽车，目前的主打产品“电

牛”系列主要用于城市内物流，即服务半径在150公里范围内的短驳配送和末端配售。 

公司参股的江西迪比科主营业务为锂离子电芯及电池模组的研发、设计、生产及销售， 主要产品包括锂离子单体电池

（电芯）产品和新能源汽车锂离子动力电池系统，主要应用纯电动新能源汽车。此外，迪比科产品也广泛应用于储能应用、

通信基站和家用电动工具等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了江苏海四达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其主要经营范围为电池及电池组（含新能源储能、新能源汽车用

锂离子电池、电池组）、电池材料、电池零部件、电池设备、电池仪器仪表、电池回收、电源管理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及提供相关技术服务等。 

2、LED产品 

LED产品主要包括LED外延片、芯片、光源和灯具。 

LED外延片是指衬底晶片（主要有蓝宝石、SiC、Si等）上所生长出的特定单晶薄膜。外延片处于LED产业链中的上游

环节，是半导体照明产业技术含量最高，对最终产品品质、成本控制影响最大的环节。 

LED芯片是LED照明产品的核心组件，LED外延片通过清洗、蒸镀、光刻、蚀刻、研磨、划片、裂片等工艺步骤，加工

形成具有特定尺寸的LED芯片，其主要功能是把电能转化为光能，其核心结构是一个半导体P-N结，当电流通过电极作用于

这个晶片的时候，电子就会被推向P区，在多量子阱电子跟空穴复合，然后就会以光子的形式发出能量，这就是LED发光的

原理。而光的波长和强度，是由多量子阱发光区的材料和结构决定的。 

LED光源是通过封装工艺将LED芯片固定在特定的支架上，对LED芯片的两个电极进行连接，并将整个芯片通过环氧树

脂封装起来，形成LED光源。当过光源的正负级向光源输入电流后，LED芯片发出的蓝光一部分被环氧树脂封装材料中的荧

光粉吸收，另一部分蓝光与荧光粉发出的黄光混合形成白光。通过改变荧光粉的化学组成和调节荧光粉的厚度，可以获得色

温3,500-10,000K的白光。 

LED灯具是LED照明的终端产品，是指能透光、分配和改变LED光源光分布的器具，包括除LED光源外所有用于固定和

保护LED光源所需的全部零、部件，以及与电源连接所必需的线路附件。LED灯具以其高效、节能、安全、长寿、小巧等技

术特点，正在成为新一代照明市场的主力产品，且有力地拉动环保节能产业的高速发展。 

3、通信硬件产品 

通信硬件产品业务主要为电信运营商及各类专网提供基础网络建设、升级、维护的产品和服务，类似于房屋建筑中的结

构建筑部分，产品主要包括光纤网络配线管理系统、数字配线管理系统、光纤优化系统、PTN环网断电保护系统等；以及专

网通信系统，为了满足行业用户指挥调度需求开发，面向特定行业应用的专用无线通信系统，专网通信系统产品主要包括智

能自组网数据通信台站、基于物联网的多功能加密型智能路由器、多功能智能数据终端等。 

光纤网络配线管理系统：对光信号进行分配、管理，通过自身的监测、数据分析、汇总管理等功能，使光信号准确地传

输到各种光通讯设备，实现大容量数据、图像等的传输，完成数字信号向光通信网的传输。公司生产的光纤网络配线管理系

统包括各类光纤配线架、室外光纤分配箱、增值模块、光纤管理控制平台等，其中光纤配线架是光纤网络中主干光缆与光端

机之间的连接、配接和调线的接口设备。 

数字配线管理系统：对大容量数据、图像等带宽要求较高的数字信号进行传输、分配、管理，将数字交换机、数字无线

/微波、高速数字传输端机等设备连接起来，同时通过数字用户线路自动检测系统保证数字信号准确、畅通地传输到下一环

节。公司生产的数字配线管理系统主要包括各类数字配线架、数字传输线路测试、监控平台等一系列综合数字传输维护管理

系统。其中数字配线架是数字复用设备之间、数字复用设备与程控交换设备之间、非话业务之间的配线连接设备。 

光纤优化系统：可以有效解决国内各类机房中光尾纤、跳纤布线混乱无序、维护困难、不易及时处理故障和安全隐患等

一系列问题。借助该系统，并配合光纤配线设备的使用，还可以在机房内建立一个完整规范的光纤传输通道系统，不仅有利

于通信系统的维护和管理，还可以保障光通信的传输质量。 

PTN环网断电保护系统：通过断电直通设备实现在PTN节点设备出现断电或其他异常情况下，能保证光纤传输自动切换

到该设备，并自动或人工实现同环其他节点的业务恢复，使得同环其他节点的业务能避开故障点而正常传输；在节点故障消

除后，光信号传输能自动或人工干预回跳到PTN设备上，恢复该接入环原有正常传输通信。 

 智能自组网数据通信台站：是一种内置服务器的自组网系统，集视频采集、无线单兵、本地显示、锂电供电、本地控

制、实时压缩、无线网络传输等功能为一体。 可实施图片抓拍及视频语音双向实时传输，并与指挥中心直接建立通信。设

备接通电源之后可以独立工作，把采集压缩后的数字视频信号传输到网络上，指挥中心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如IE浏览器或者

带硬件加密功能的通讯软件)了解现场情况。设备工作全部实现自动化。可适合于点到点、点到多点及多点间的通信业务，

以传输优质视频信号和通信数据为主，还兼传其它用户业务。 

智能通信网络数据处理器：是一种室外通信用的内置服务器的智能自组网数据链中继设备，其包括壳体、安装在内部的

控制主板、网络通信板、锂电池、电源保护板等，集数据采集、锂电供电、本地控制、实时存储、无线网络传输等功能为一

体，是一种高性能、高带宽、组网灵活方便的设备。可用于车辆、船舶等移动工作单元之间建立移动Mesh网络，数据双向

实时传输，并与指挥中心直接建立通信。 

4、软件服务/产品 

http://baike.baidu.com/view/1002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54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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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业务主要包括软件外包业务、手游业务。 

软件外包业务主要为信息技术外包（ITO）服务，根据发包方的业务类型以及项目的应用领域不同，细分为研发工程服

务和企业应用及IT服务。研发工程服务主要面向产品厂商，提供产品开发、测试服务。企业应用及IT服务主要面向不同的行

业客户，提供行业解决方案服务、业务运行维护等，帮助客户加速新产品开发和升级、提高通信系统运营效率、有效地控制

研发成本，助力客户业务目标快速实现。  

游戏产品方面包括开展手机游戏孵化器业务、为中小型创业团队服务的手游运营平台。 

 

（三）公司所处行业发展状况 

1、新能源纯电动物流车及配套的动力电池行业 

1.1新能源纯电动物流车 

1.1.1政策支持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国家战略。2010 年 10 月,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把新能源

汽车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重点培育发展，将着力突破动力电池、驱动电机和电子控制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推进插电

式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汽车推广应用和产业化。 2012 年 4 月，新能源汽车被列入国家七大战略新兴产业之一。 2012 年 

10 月国务院出台《关于印发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 年）的通知》，确定了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将以纯电驱动为新能源汽车发展和汽车工业转型的主要战略取向，当前重点推进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业化，

并制定了“到2020年，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生产能力达200万辆、累计产销量超过500万辆，燃料电池汽车、车

用氢能源产业与国际同步发展”的发展目标。 

李克强总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

快制造强国建设。推动集成电路、第五代移动通信、飞机发动机、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实施重大短板装备专项

工程，推进智能制造，发展工业互联网平台，创建中国制造2025”示范区。” 

2017年12月27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信部、科技部联合发布《关于免征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有关事项的公告》，

自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继续对购置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各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针对新能源汽车的

相关鼓励政策，我国新能源汽车特别是电动汽车的生产和销售数量也呈现增长态势。 

同时，随着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力度的不断加大，为了解决城市污染问题，新能源纯电动物流车逐渐成为政府大力推广的

一种新型交通工具。 

1.1.2电子商务的发展为物流行业的发展带来契机 

近年来，在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强势需求拉动下，我国电商物流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在电商业务的推动下，我国快递业

务实现了高速的增长，根据国家邮政局公布的《2017年四季度中国快递指数发展报告》的数据，2017年四季度年全国快递业

务量约完成126.6亿件，2017年全年累计快递业务量突破400亿件，业务规模连续四年稳居世界第一。随着电商物流行业高速

发展以及政府对于新能源纯电动物流车的推广和支持，新能源纯电动物流车的需求将迎来大幅增长。 

1.2新能源电动车锂离子动力电池 

锂离子动力电池是新能源电动汽车的心脏，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关键。随着新能源电动汽车技术的日益成熟，相关

产品性能不断提升，充电设施配套逐步完善，新能源汽车特别是电动汽车对传统燃油汽车的替代速度也越来越快。新能源电

动车产业的快速发展将快速催生相关产业链特别是锂离子动力电池产业的发展。  

2017年2月2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印发<促进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发展

行动方案>的通知》，对汽车动力电池的发展方向提出了“持续提升现有产品的性能质量和安全性，进一步降低成本，2018

年前保障高品质动力电池供应；大力推进新型锂离子动力电池研发和产业化，2020年实现大规模应用；着力加强新体系动力

电池基础研究，2025年实现技术变革和开发测试。”的要求。同时，也提出了“发挥政府投资对社会资本的引导作用，鼓励利

用社会资本设立动力电池产业发展基金，加大对动力电池产业化技术的支持力度。通过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统筹

支持核心技术研发；利用工业转型升级、技术改造、高技术产业发展专项、智能制造专项、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等资金渠

道，在前沿基础研究、电池产品和关键零部件、制造装备、回收利用等领域，重点扶持领跑者企业。动力电池产品符合条件

的，按规定免征消费税；动力电池企业符合条件的，按规定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技术转让、技术开发等税收优惠政策。”的

政策支持。 

2、LED半导体照明产业 

根据国家半导体照明工程研发及产业联盟研究院（CSA Research）发布《2017年半导体照明产业发展蓝皮书》，2017

中国半导体照明行业产值突破6500亿元，同比增长率为25.3%。此外，2017年半导体照明技术进展、行业并购扩产、出口等

方面皆有突破。 

根据《2017年半导体照明产业发展蓝皮书》的数据，2017年我国MOCVD保有量超过1700台，外延片月供给量1000万片

左右（以两英寸计算）。芯片需求延续2016年以来的增长态势，产值规模达到了232亿，全年供需基本平衡，间或出现供不

应求。经过几年加速淘汰白炽灯和积极推广LED节能照明后，LED已成为照明的主流光源，LED照明渗透率继续提升，2017

我国LED照明产业继续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  

3、通信行业 

3.1 5G通信发展的机遇 

2017年1月17日工信部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工信部规[2016]424号），将在十三五期间积极

开展5G标准研究，构建5G商用网络，推动5G支持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应用联合创新发展，为5G启用商用服务奠定基础。5G

预计2020年商用，开启万物互联和人机深度交互的新时代。 

3.2军工通信的发展和军民结合的机遇 

军工通信是国防信息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伴随现代战争的不断演化，在复杂地形、恶劣环境以及广阔区域内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8E%E5%85%8B%E5%BC%B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7%AC%AC%E5%8D%81%E4%B8%89%E5%B1%8A%E5%85%A8%E5%9B%BD%E4%BA%BA%E6%B0%91%E4%BB%A3%E8%A1%A8%E5%A4%A7%E4%BC%9A%E7%AC%AC%E4%B8%80%E6%AC%A1%E4%BC%9A%E8%AE%AE
http://car.d1ev.com/find/00_2-100_00_1_00_00_00_A.html
http://www.askci.com/reports/2014/12/31/10304626rs.shtml
http://www.askci.com/reports/2015/01/04/103847r744.shtml
http://www.askci.com/reports/2015/09/02/114401446527.shtml
http://www.askci.com/reports/20180109/170338932782232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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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通信的有效性愈发重要，军工通信系统的建设升级将贯穿现代国防体系始终。国家安全战略背景下，中国军费支出不断

增加，国防信息化的投入比重也将继续提升。国防信息化是现代战争的发展方向，主要包括雷达、卫星导航、信息安全、军

工通信与军工电子五大领域。 

为推动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开放，引入更灵活的竞争机制，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出台了一些政策法规，覆盖了军转民、民参

军及军工集团股份制改造等方面，这些政策法规的出台对促进军民结合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4、软件行业 

4.1 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发展推动软件行业的进步和发展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止2017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72

亿，全年共新增网民4074万人，互联网普及率55.8%，较2016年提升2.6%。手机网民规模达7.53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

群的占比从2016年的95.1%提升至97.5%。我国网民规模继续保持平稳增长，互联网模式不断创新，线上线下服务融合加速，

互联网数字经济持续繁荣发展。互联网用户的庞大基数以及数字经济繁荣发展为软件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4.2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共享等新技术新模式与传统产业的融合为软件行业的发展带来机遇 

随着移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加速发展，移动互联、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共享等新技术新模式已逐渐融入到包括传统

制造业、金融行业、生活服务业、交通出行等行业在内的传统产业。传统产业在借助新技术新模式进行转型升级的同时也为

互联网和软件相关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市场空间和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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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1,604,715,291.66 1,900,601,749.26 -15.57% 1,741,981,178.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6,271,280.16 27,387,716.97 -780.13% 137,843,448.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9,951,824.27 1,963,258.90 -11,812.76% 111,851,396.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8,253,992.58 206,157,501.00 -13.54% 456,547,411.5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02 -800.00% 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02 -800.00% 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31% 1.45% -11.76% 7.55%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4,541,894,954.00 5,375,449,361.89 -15.51% 4,879,992,579.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69,365,506.58 1,896,876,875.22 -11.99% 1,886,580,33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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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153,219.97 346,092,380.22 604,139,869.20 378,329,822.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030,804.45 42,989,924.26 32,125,332.50 -271,693,238.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306,590.45 13,140,056.70 19,983,943.63 -270,658,311.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912,146.79 -44,286,271.68 40,280,509.96 241,171,9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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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jingzhi.funds.hexun.com/16552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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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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68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55,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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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亦斌 境内自然人 18.05% 248,136,106 191,062,032 质押 237,769,200 

马玲芝 境内自然人 16.46% 226,299,842 169,724,880 质押 80,000,000 

天津中程汇通

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46% 33,856,428  质押 33,856,428 

陕西省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

司－陕国投·祥

瑞 5 号结构化

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2.37% 32,565,100    

兴证证券资管

－工商银行－

兴证资管鑫众 2

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1.67% 23,024,264    

苏州工业园区

民营工业区发

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8% 21,679,904    

陕西省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

司－陕国投·祥

瑞 6 号结构化

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33% 18,295,900    

光大证券资管

－浦发银行－

光证资管众享

添利新海宜成

长分级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1.32% 18,164,055    

易思博网络系

统（深圳）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6% 15,885,598 15,810,862 

质押 15,162,862 

冻结 258,384 

天津丰瑞恒盛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3% 12,723,436  质押 12,723,43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张亦斌、第二大股东马玲芝系夫妻关系。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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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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公司成功更名为“新海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去地域化，去通信化。公司以“新能源”和“大通信”业务为主

线进一步向布局全国的高科技公司、多产业协同发展的集团化公司发展。 

公司整合资源加大力度支持符合未来转型升级发展方向的业务，同时也剥离和逐步削弱不符合公司转型升级发展方向的

业务和资源，集中力量发展新兴优势业务，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重点更加突出。 

一方面，公司在新能源电动汽车领域内的布局进一步深化。 

公司参股公司陕西通家克服诸多不利因素抓住新能源纯电动物流车发展的大好机遇，其新能源纯电动物流车销量在新能

源专用车行业内名列前茅。2017年，陕西通家在年度财务报表中进行收入确认的销售数量为13,714辆。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了新能源动力电池行业内的老牌知名企业海四达电源，进一步加强在动力电池行业内的布局。公司

还参与投资了国澳基金，国澳基金目前拥有加拿大魁北克省Molblan 锂矿60%权益，并计划在加拿大境内建设锂辉石采选厂，

在国内建立碳酸锂加工厂。这一布局，表明了公司在新能源产业链上掌握了更加核心的资源类资产，为今后产业的发展，奠

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公司更加积极地剥离与战略转型升级方向不符的非核心资产，包括与公司战略定位关联度不高的公司。 

公司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陕西通家虽然2017年新能源纯电动物流车销量在新能源专用车行业

内名列前茅，但由于历史原因而形成的2年以上应收账款和2016年上半年生产的部分“电牛1号”面临无法收回和跌价的风险，

导致2017年计提资产减值损失2.1亿元，净利润为-7190.12万元。湖南泰达作为陕西通家的第一大股东未能完业绩承诺且未在

约定时间内向公司支付业绩补偿款。陕西通家作为公司转型升级战略的重要参股公司，其利润对公司整体利润的贡献率较高，

陕西通家2017年净利润为-7190.12万元且湖南泰达也未在承诺的时间内支付业绩补偿款，导致公司2017年度利润出现大幅下

滑。为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不受侵害，公司已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冻结了湖南泰达相

应价值的资产。截止报告日，公司正与湖南泰达及相关方就业绩补偿事项进行谈判，目前已达成初步意向，预计后续可能通

过股权交易等方式解决业绩补偿问题，交易方案可能涉及重大资产重组。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15.26亿元，较2016年减少3.4亿元，同比下降18.23%。LED业务收入3.09亿元，同比增长

44.07%。通信网络产品业务收入1.45亿元，同比增长83.39%。专网通信产品及贸易业务收入8.76亿元，同比下降25.38%。软

件开发业务收入1.87亿元，同比下降5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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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遇到了挑战，公司仍将坚定不移地推进“新能源”和“大通信”两条业务主线，强化自身的核心竞

争力积极应对挑战，打好转型过程中的每一个“攻坚战”。 

    报告期内，公司还实施了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将公司的发展与员工的发展进一步统一化，提高员工积极主动参与和管

理公司的热情，分享公司发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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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网通信产品及

贸易收入 
875,976,068.37 787,780,321.13 10.07% -25.38% -24.02% -1.61% 

软件开发 186,580,313.29 157,326,012.04 15.68% -50.14% -48.43% -2.80% 

LED 产品 309,280,404.13 268,871,189.59 13.07% 44.07% 34.88% 5.92% 

通信网络产品 145,425,012.65 136,931,550.16 5.84% 83.39% 68.70% 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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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公司参股公司陕西通家未能实现业绩承诺，业绩承诺方湖南泰达未能在公司审计报告出具日前支付业绩补偿款，公司出

于谨慎性原则未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导致净利润大幅减少。 

②截至2017年12月31日，陕西通家存在2年以上应收账款未能收回，湖南泰达承诺对应收账款坏账支付补偿，目前尚未支付，

导致陕西通家资产减值损失增加，净利润减少，相应归属于新海宜母公司的利润减少。 

③截至2017年12月31日，陕西通家存在部分“电牛1号”存货，经评估，应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湖南泰达承诺对存货跌价支付

补偿，目前尚未支付，导致陕西通家资产减值损失增加，净利润减少，相应归属于新海宜母公司的利润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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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日期 

（1）财政部于 2017年4月28日财政部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该准则自2017年5月28日起施行。对于该准则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采用未来适用法处

理。 

（2）财务部于 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修订），该准则自2017年6月12

日起施行。本公司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7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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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3）财政部根据上述2项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并于2017年12月25日发布了《关

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资产负债表新增“持有待售资产”行项目、“持有待售负债”行项目，利润表新增

“资产处置收益”行项目、“其他收益”行项目、净利润项新增“（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和“（二）终止经营净利润”行项目。2018

年1月12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根据解读的相关规定： 

对于利润表新增的“资产处置收益”行项目，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对可

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通知》进行调整。 

由于“资产处置收益”项目的追溯调整，对2016年的报表项目影响如下： 

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资产处置收益 — -890,205.08 

营业外收入 11,867,982.06 11,867,239.59 

营业外支出 1,242,610.65 351,663.1 

对于利润表新增的“其他收益”行项目，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对2017年1月1日

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无需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 

根据规定，公司于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2、变更前采用的会计准则 

本次变更前，公司采用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后续颁

布和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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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变更后采取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对相关业务和报表格式，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为财政部于2017 年4月28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

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财会【2017】13号）、财务部于 2017年5月10日发布的《企

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修订）、财政部于2017年12月25日修订并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

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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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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