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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89                             证券简称：ST 新海                            公告编号：2021-035 

新海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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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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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亦有详细说明，

提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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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新能源纯电动物流车及配套的动力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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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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投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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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业务主要包括软件外包业务、手游业务。 

http://baike.baidu.com/view/1002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54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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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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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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6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766,336,584.63 
1,604,715,291.

66 
1,604,715,291.

66 
-52.24% 

1,900,601,749.
26 

1,900,601,749.
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12,509,733.9

5 

-183,547,177.0

0 

-186,271,280.1

6 
178.35% 27,387,716.97 27,387,716.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86,787,614.9

1 

-227,227,721.1

1 

-229,951,824.2

7 
245.55% 1,963,258.90 1,963,258.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52,012,848.08 178,253,992.58 178,253,992.58 -129.18% 206,157,501.00 206,157,501.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7 -0.134 -0.14  0.02 0.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7 -0.134 -0.14  0.02 0.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54% -10.31% -35.23%  1.45% 1.45%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6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4,729,908,409.

21 

4,544,619,057.

16 

4,541,894,954.

00 
4.14% 

5,375,449,361.

89 

5,375,449,361.

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178,552,584.
98 

1,672,089,609.
74 

1,669,365,506.
58 

-29.40% 
1,896,876,875.

22 
1,896,876,875.

22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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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194,767.95 100,816,840.27 83,575,254.13 491,749,722.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207,323.03 -4,896,969.29 93,957,294.04 -618,176,398.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364,516.76 -64,962,160.30 -47,286,623.95 -646,573,330.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633,344.06 51,575,135.34 140,723,103.26 -253,944,43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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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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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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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62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90,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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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136,106 187,302,153 质押 247,599,932 

马玲芝 境内自然人 16.46% 226,299,842 215,000,000 质押 169,000,000 

天津中程汇通

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其他 2.46% 33,856,42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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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连云港红丝路

贸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3% 19,695,19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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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易思博网络系

统（深圳）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3% 12,724,598 12,648,690 

质押 12,464,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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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四组合 
其他 0.58% 8,000,05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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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8% 7,922,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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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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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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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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公司在战略转型中披荆斩棘，坚持以“新能源”和“大通信”业务为主线，在新能源汽车相关产业链及5G通信相关

领域，公司一方面打好根基巩固战略转型的成果，另一方面拓宽思路引入战略合作伙伴，整合资源协同发展。 

在巩固战略转型的成果方面，公司夯实根基加强对核心公司的控制。 

公司联合海竞集团实现了对陕西通家的控制，并与湖南泰达就业绩补偿事宜达成一致，既保证了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利

益不受侵害又完成了控制陕西通家的目标。2018年8月，经陕通家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实际控制人张亦

斌先生被选举为陕西通家董事长。在联合控制陕西通家后，公司不仅改组了董事会还委派人员参与陕西通家的管理和经营，

对接了上市公司资源并引入先进管理经验。 

同时，公司投资的国澳基金与江苏省泰兴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了《深圳国澳矿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年产

40000吨电池级碳酸锂项目投资协议书》就碳酸锂项目的投资和发展开展全面合作。此外，国澳基金全资子公司国澳钮泰锂

业（魁北克）有限公司与SOQUEM INC.签署了资产收购协议，就收购SOQUEM INC.持有的Moblan锂矿项目40%权益的相关

事项达成一致，交易完成后国澳基金将取得Moblan锂矿项目100%权益。  

在引入战略合作伙伴协同发展方面，公司整合资源提前布局未来。 

“新能源”业务领域，公司与协鑫集团有限公司、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达成战

略合作，就新能源汽车销售，新能源汽车运营、新能源电池、电场站和充电站的开发与应用、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等领域

开展全方位合作。 

“大通信”业务领域，基于对于5G时代云数据中心发展趋势的信心，公司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签署了《IDC

业务合作协议》，就合作建设运营IDC机房的有关条款进行了约定，进一步扩大双方合作的机房资源至6000台机柜。 

近几年来，公司处于转型升级的过程，也受到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波动的影响，公司感受到了转型升级过程中的压力。

虽然公司在转型升级过程中遇到了困难和挑战，但在这个过程中公司积累了核心资产并形成了竞争力。以陕西通家为例，公

司联合海竞集团实现了对陕西通家的控制，改组董事会并派驻管理人员，一方面获得了整车制造资质另一方面实现上市公司

资源与陕西通家的对接，在成本控制、销售业务拓展等方面提升了竞争力。 

对于未来，公司仍然充满信心，我们将积极应对每一个困难和挑战，破风逐浪，实现转型升级中“质”的突破。 

    报告期内，基于对未来发展的信心，为提升股东回报水平，增强投资者信心，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还使用自有资金启

动了股份回购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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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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293,965.68 72,167,078.43 17.17% -52.02% -18.17% 7.10% 

软件开发 5,814,205.92 2,451,952.65 42.17% -96.88% -91.62% 26.49% 

LED 产品 141,032,363.09 -30,928,029.16 -21.93% -54.40% -176.54% -35.00% 

通信网络产品 70,397,583.53 1,557,742.43 2.21% -51.59% -81.66% -3.63% 

系统工程收入 2,202,921.61 139,707.00 6.34% -76.89% -96.05% -30.76% 

其他 119,476,043.58 70,116,123.69 58.69% 53.33% 116.45% 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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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分别较上期减少84,549.82万元、75,872万元、33,692.65万元，分别减

少52.69%、54.1%、292.19%，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受宏观经济环境波动的影响，公司销售订单减少，相应的收入，

成本减少。因公司LED业务市场需求下滑，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对固定资产和存货计提减值准备。同时，对于部分业绩表现

不达预期的参股公司计提了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导致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大幅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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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于2017年陆续修订并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

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及《企

业会计准则第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 要求相关境内上市的企

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根据财政部上述文件要求，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

则，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2）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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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

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根据该通知要求，公司将按照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编制公司2018年度

财务报表。 

公司根据财会[2018]15号《通知》的相关要求，对财务报表相关科目进 行列报调整，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

行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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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执行财会[2018]15号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内容和

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本期受影响的报表

项目金额 

上期重述金额 上期列报的报表项目及金额 

1.应收票据和应收账

款合并列示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379,667,759.50 614,721,067.52 应收票据：142,163,112.65 

应收账款：472,557,954.87 

2.应收利息、应收股利

并其他应收款项目列

示 

其他应收款 756,940,538.35 49,982,817.42 其他应收款：49,982,817.42 

3.应付票据和应付账

款合并列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449,705,421.22 345,357,695.79 应付票据：170,244,005.95 

应付账款：175,113,689.84 

4.应付利息、应付股利

计入其他应付款项目

列示 

其他应付款 198,779,778.82 199,120,975.51 应付利息：3,350,876.17 

其他应付款：195,770,099.34 

5.管理费用列报调整 管理费用 80,581,114.60 76,880,592.62 管理费用：130,723,392.18 

6.研发费用单独列示 研发费用 37,479,533.94 53,842,799.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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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海汇架桥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徐州新纳晶光电有限公司、江西新纳晶半导体有限公司分别于2015年10月、2016年

10月、2018年1月成立，其中苏州海汇架桥投资中心(有限合伙)2018年度实际出资开始运营，纳入本期合并范围。徐州新纳

晶光电有限公司、江西新纳晶半导体有限公司未实际出资运营，江西新纳晶半导体有限公司已于2019年2月注销。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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