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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29                    证券简称：海源复材                      公告编号：2019-050 

福建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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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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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源复材 股票代码 00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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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发祥（代） 郭苏霞 

办公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荆溪镇铁岭北路 2号 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荆溪镇铁岭北路 2 号 

电话 0591-83855071 0591-83855071 

电子信箱 hyjx@haiyuan-group.com hyjx@haiyuan-group.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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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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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71,680,664.57 171,116,052.95 0.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1,612,542.66 26,181,223.61 -220.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4,004,353.95 3,227,588.50 -1,153.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1,935,128.70 -35,066,556.08 219.5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16 0.1007 -220.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16 0.1007 -220.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9% 1.66% -3.9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892,761,365.50 1,921,534,634.49 -1.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66,429,938.82 1,393,179,781.16 -1.9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8,19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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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海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68% 48,557,100 0 质押 46,480,530 

上银瑞金资本-上海
银行-吴国继 

其他 15.38% 40,000,000 0   

李明阳 境内自然人 8.42% 21,891,250 0 质押 16,405,991 

上银瑞金资本-中信
银行-上银瑞金-慧富

15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7.69% 20,000,000 0   

海源实业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20% 8,308,750 0   

周兰金 境内自然人 1.34% 3,493,800 0   

李萍 境内自然人 0.65% 1,700,063 0   

谷宇韬 境内自然人 0.54% 1,396,500 0   

林平 境内自然人 0.48% 1,254,400 0   

阳光杰地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8% 991,8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名股东中，福建海诚投资有限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海
源实业有限公司属于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李祥凌先生子女控制下的关联企

业；李明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李良光先生之子；上银瑞金资本－中信银

行－上银瑞金－慧富 15 号资产管理计划委托人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公司部
分高管人员。除以上情况外，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公司已知的关联

关系，也不存在公司已知的一致行动人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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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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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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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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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概述 

2019 年上半年，面对全球贸易争端、宏观经济下行、产业结构调整和汽车产业大幅下滑

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公司生产经营仍然面临诸多困难和新的市场机遇与挑战。公司管理层在

董事会的领导下，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坚定不移地聚焦主业，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及新产品的

技术研发，巩固“两化”产品—轻量化制品、智能化装备的战略定位，加大市场开拓力度，

为公司未来的稳定健康发展夯实基础。 

根据国务院正式发布的《2018 年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报告》，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已上升为

国家战略，新能源汽车市场规模迅速扩大，产业发展已经进入从导入期向成长期过渡的关键

阶段。近几年，为紧跟国家政策步伐，汽车轻量化制品业务已成为公司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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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公司在复合材料装备和工艺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公司自主研发的复合材料全自动液压机

LFT-D 和 SMC 生产线及 HP-RTM 生产线等能够极大满足汽车等现代大规模工业化生产行业

对复合材料零部件大批量、高品质的汽车轻量化市场需求。报告期内，公司已批量向客户提

供基于 HP-RTM 工艺的电池盒产品，并取得客户对产品质量的高度赞赏。同时，公司全资子公

司海源新材料入围宝马（中国）和华晨宝马的一级供应商资质审核。海源新材料完善的管理

体系、专业的研发团队、及独立完成开发、生产到持续改进的整个运营过程，获得宝马（中

国）及华晨宝马的一致认可。伴随新能源汽车普及和汽车排放的趋严，汽车轻量化势在必行。

公司已自主研发成功两条碳纤维汽车车身零部件生产线，与客户积极开展碳纤维复合材料在

汽车上的应用研究，为将来的大批量生产积累技术和经验。 

2019 年 5 月，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发布《北京市禁止使用建筑材料目录 (2018

年版)》中强调，北京市将强制禁止木制及竹胶模板进入施工现场，不得在民用建筑中使用。

相对于其他类型的建筑模板，木制及竹胶模板在建筑模板行业中使用的覆盖面最广，占据市

场份额约为 70%以上；因此，发展复合材料建筑模板将是大势所趋。报告期内，参股公司易

安特在巩固现有中国中铁、中国铁建等老客户合作关系外，继续加大对中国建筑、中国电建

等新兴客户的开发力度，通过商务战略合作洽谈、成立模板施工技术研发合作课题组等方式，

进一步加快了项目合作倒推实现与客户公司层面合作的进程。随着平面模板、阻燃板的面市，

积极拓展销售渠道，公司未来复合材料建筑模板的市场份额有望大幅提高。 

凭借公司复合材料建筑模板公建市场良好的销售态势，针对市场容量巨大的房建市场，

公司利用独有的多材料共挤技术成功研发了极具竞争力的模板新产品。该产品具有安全环保、

耐候性强、吸水率极低、施工质量稳定、可回收循环再利用、及摊销成本低等优势。独有的

连续多向玻纤增强层大幅度提升了产品的物理力学性能，提升混凝土成型质量；表面阻燃层

设计提升模板的抗火能力，提升施工安全性。近年来，随着建筑施工企业对施工质量的要求

逐步提升，公司新产品质量稳定且一次加工后可多次循环使用的特点更能符合新形式下的市

场需求，为下半年突破房建市场模板打下基础。 

机械装备业务方面，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发挥自身大型智能装备工艺综合技术的核心竞

争优势及“利废、节能、减排、节人”的品牌“绿色”价值，不断探索及推动细分行业市场

的升级改造，公司机械装备业务国内市场稳步增长，但受全球贸易争端的影响，公司的出口

业务受到了不利影响，公司通过积极维护新老客户关系，完善售前、售后服务等方式不断拓

展海外市场，推动传统机械产品在海外新兴市场的销售，公司多次参加国际展会及行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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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如 2019 年法国巴黎 JEC 国际复合材料展览会及 2019 年德国慕尼黑 BAUMA 展，向世界

展现了公司在智能装备方面的最新研发成果及高品质的复合材料轻量化制品解决方案。继公

司高端装备成功进入北美、西欧市场后，又成功开拓进入了日本市场。 

2019 年下半年，受益于国家车辆购置税新政的实施及部分地区国六排放标准的正式切换，

消费动能有所提高，或将成为公司汽车轻量化业务市场需求改善的积极因素。随着国家经济

政策从“降杠杆”到“稳杠杆”的过渡、国际形势的缓和及新兴市场的不断开拓，公司公建

市场项目投资机会将大幅度增加，公司机械装备出口业务订单情况也将逐渐好转，有望促进

提升公司业绩。 

（二）主营业务分析 

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71,680,664.57 171,116,052.95 0.33%  

营业成本 144,796,124.37 112,204,902.67 29.05% 

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结项，资产达到可使用状态

后开始计提折旧，制造费用折旧摊销增加所
致。 

销售费用 12,730,237.49 15,095,590.33 -15.67% 
本期公司销售费用中职工薪酬、差旅费及业务
招待费有所减少所致。 

管理费用 19,543,296.06 16,348,967.24 19.54% 
本期公司管理费用中折旧费及租赁费较上年

同期有所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9,632,229.43 9,329,980.61 3.24%  

所得税费用 -4,149,504.95 -108,758.99 -3,715.32% 
本期全资子公司海源新材料计提递延所得税

资产增加所致。 

研发投入 15,630,949.55 13,398,122.20 16.67% 本期研发项目投入有所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1,935,128.70 -35,066,556.08 219.59% 

本期公司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及支

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期有所减

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1,036,250.17 -31,420,773.98 1.22%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9,689,660.68 79,351,192.79 -187.82% 
本期公司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及支付其他与
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期有所增加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58,672,018.27 12,830,180.00 -557.30% 
以上综合原因使得本期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较上期同比减少 55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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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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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将“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重分类至“其他非流动金融资

产” 

公司董事会审批通过 

公司根据准则规定，按照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

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重分类为“其他非

流动金融资产”。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本准
则实施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调整 2019

年期初留存收益。 

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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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公司董事会审批通过 

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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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结合此项目会计

政策变更及企业实际情况，变更 2019 年 1-6 月
财务报表格式。 

②公司报告期无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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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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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良光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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