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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63                        证券简称：先锋新材                             公告编号：2020-049 

宁波先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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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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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锋新材 股票代码 30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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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军 焦贺莲 

办公地址 宁波市海曙区集士港镇汇士路 8 号 宁波市海曙区集士港镇汇士路 8 号 

传真 0574-88003131 0574-88003131 

电话 0574-88003135 0574-88003135 

电子信箱 xj622972@sina.com jiao_hl032628@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遮阳面料  

公司主要从事高分子复合遮阳材料（阳光面料）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的主要产品是由高强

度涤纶丝或者玻璃纤维丝为芯线、外部均匀包覆高分子复合材料后经织造、定型工艺而成，具有节能、环

保、耐久、阻燃等优点，公司产品高分子复合遮阳材料符合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向，属于国家大力

鼓励发展的新材料行业，其产品用于建筑遮阳，具有双效节能效果，可以大幅降低空调用电和照明用电。

同时可以广泛应用于建筑工程行业以及其他工业用纺织品。  

   公司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整合化工、单丝复合、织造、材料热处理等领域的技术，公司拥有独立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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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技术和专利，独立开发出众多高分子复合遮阳新材料，打破了国外企业在此领域的垄断地位，产品替代

进口并大量出口，另外开发出4项创新型的高分子复合遮阳新材料新产品。公司具有独立自主开发的核心

生产技术，具有持续的创新能力，保证了公司持续的高速成长，公司产品市场容量巨大，可以保证公司的

持续成长空间。公司具有核心市场竞争优势，在我国高分子复合遮阳材料的制造行业中具有较为突出的行

业地位。  

（二）遮阳成品  

  公司的遮阳成品均在澳大利亚销售，通过前控股孙公司KRS展开销售。KRS已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上

市，是澳大利亚领先的窗帘销售商，是澳大利亚销售垂直百叶窗的领先企业。澳洲KRS公司目前主要从事

卷帘、垂直百叶窗、窗帘、遮蓬、室内装饰品及相关组合件的分销和零售业务。  

澳洲KRS公司的零售业务主要通过分布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销售网络进行，并拥有Kresta、Vista、

Decor2Go等几大品牌，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确立了较强的市场地位。澳洲KRS公司的批发业务主要是通过

Mardo这一品牌进行的。  

澳洲KRS公司主要通过开设门店和展示厅供客户参观咨询，并通过销售代表、提供产品图册等方式进

行销售推介。客户通过咨询后选择所需的产品，澳洲KRS公司销售人员根据客户所选产品类型，通过客户

提供或者员工上门实测的方式确定所需采购数量，进而形成最终的报价，并就价格与客户达成一致。  

    澳洲KRS公司各门店根据客户采购需求由客户预先支付一部分订金后形成产品订单，然后将订单数据

传输至公司进行生产、加工或者组装，公司工厂将成品发送至相应的门店，KRS根据客户的需要提供配送、

安装等服务，待客户验收货物后结清剩余货款。 

（三）主要产品简介 

类别 品种 应用领域 

 

 

 

 

 

遮阳面料 

 

 

阳光面料 

该面料具有遮阳、透光、隔热、防紫外线、防火、防潮、通风等功能，用来遮盖物

品或者空间，起到避免与强光接触的作用。广泛用于垂帘、卷帘以及窗帘上。在商

务、行政办公大楼、展馆展厅、图书馆、体育馆、酒店、暖房、玻璃房、实验室、

影院以及私人别墅豪宅的庭院、露台、阳光屋、居室的窗户或者商业步行街、咖啡

吧、茶坊等公共场所，都广泛利用遮阳来体现休闲品质生活的理念，也是现代家居

生活的典范，国际家居生活的一种潮流和趋势。 

 

涂层面料 

该面料拥有可透光和不透光全遮阳系列产品，具有隔热、防紫外线、防火、防潮、

全遮光等功能。除了具有普通阳光面料所拥有的应用领域外，该面料还可以应用于

荧幕布，防尘遮盖布、景观膜结构，防水隔热结构等。 

 

镀铝面料 

面料表面层为金属铝，具有遮阳、透光、防紫外线、防火、防潮、通风等功能外，

其对光线具有反射作用，隔热效果更佳。除了普通阳光面料所具有的应用领域外，

其广泛应用于需要高隔热效果的外遮阳用场所。 

 

遮阳成品 
遮阳帘 

阳光面料的成品装饰窗帘，主要应用于建筑窗户，起到隔热、防紫外线、防火、防

潮、通风等功能。 

窗帘窗饰门店定制 向澳洲KRS公司销售的成品定制窗帘，包含卷帘、窗帘、垂直百叶窗和遮阳篷等。 

 

（四）公司已出售KRS公司资产 

鉴于KRS整合措施不及预期、2018年以来澳洲房地产市场下滑影响，近三年KRS公司持续亏损且亏损额

不断加大，短期内无法扭亏为盈，导致上市公司连续亏损，严重拖累上市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公司已将全

资子公司香港圣泰戈持有的KRS公司84.35%股权出售给公司实际控制人卢先锋先生控制的先锋乳业集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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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以下简称“先锋乳业”）。《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于2019年3月15日发布于创

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2019年4月23日公司根据交易所问询函补充修订后披露了报告书的修

订版，2019年6月4日公司根据交易所问询函补充修订后披露了《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二次修订稿）》。2019年6月19日，经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并于2019年6

月25日披露了《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至此，出售KRS公司事项已完成。 

本次交易已完成，上市公司得以转让大额亏损资产，将有效降低公司经营的负担，上市公司财务状况

将得到很大改善。上市公司可以集中资源发展阳光面料研发、生产及销售业务，并择机进行相关业务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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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181,969.11 586,967,179.08 -23.30% 688,800,571.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506,025.14 -201,532,789.93 124.07% -27,953,728.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288,089.71 -209,942,359.81 91.77% -33,760,879.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212,237.11 -57,155,522.57 112.62% 10,731,776.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23 -0.4300 123.79% -0.06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23 -0.4300 123.79% -0.06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50% -34.33% 43.83% -3.93%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809,725,739.53 872,031,479.18 -7.14% 1,022,750,648.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79,268,453.19 482,653,789.10 20.02% 687,821,3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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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670,734.18 132,631,173.68 75,506,680.37 96,373,380.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55,202.92 5,430,308.61 25,278,040.79 15,442,472.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22,160.95 -9,638,013.25 -1,101,235.83 -5,326,679.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61,406.38 -10,819,077.68 33,680,885.05 -16,510,97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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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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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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01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9,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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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先锋 
境内自然

人 
26.44% 125,346,103 97,564,577 质押 80,580,000 

冯立东 
境内自然

人 
5.00% 23,699,900    

徐佩飞 
境内自然

人 
2.06% 9,787,500 7,340,625   

王龙海 
境内自然

人 
2.00% 9,480,000    

雎浩 
境内自然

人 
1.89% 8,937,179    

杨传莹 
境内自然

人 
1.75% 8,275,800    

林凡忠 
境内自然

人 
1.66% 7,844,900    

唐健 
境内自然

人 
1.37% 6,511,600    

李小俊 
境内自然

人 
1.29% 6,113,900    

於小迪 
境内自然

人 
1.09% 5,144,36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卢先锋先生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徐佩飞女士为卢先锋先生之配偶。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

无限售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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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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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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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5,018.20 万元，同比下降23.30%；实现利润总额 5,306.29 万元，同

比上升125.0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850.60万元，同比上升124.07%，实现扭亏为盈。 

报告期内公司国内分部营收基本保持稳定，2019年6月4日公司披露了《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草案）（二次修订稿）》，剥离控股子公司KRS公司。2019年6月19日，经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并于2019年6月25日披露了《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至此，

出售KRS公司事项已完成。 

1、销售拓展情况 

国际市场：公司持续围绕“产品对当地市场的适应性、与当地经销商共成长的能力、品牌国际影响力”

这3个关键因素开展工作，一是重视终端消费者反馈的收集，提升对国际消费者了解，提供更多创新产品；

二是深挖渠道资源，给予新兴区域和空白区域经销商资源扶持，提升订单响应速度，为经销商提供更多当

地化适销产品；三是通过国际性展会平台加深客户对公司的品牌了解，利用澳洲KRS公司的知名品牌影响

力进一步提升公司品牌形象。 

国内市场：继续推进外遮阳成品市场攻坚工作，注重开展建筑设计阶段提前介入的相关工作，积累客

户资源，以寻求突破性进展；进一步扩充和调整经销商队伍，提升客户服务水平。产品价格竞争力方面：

针对市场的变化，主动调整产品价格，维护了公司在阳光面料市场的份额。 

2、生产组织情况 

密切配合销售需求，不断提升订单响应能力和非常规订单的承接能力。 

3、技术创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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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保持在“基础材料研究、创新产品设计、电控控制系统”等方面的研发投入比重，持续跟踪国际

先进技术并尝试开展超越性开发，重视技术保密和专利保护。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共累计拥有国内

专利授权94项（其中发明专利38项、实用新型40项、外观设计16项）,共累计拥有国外专利授权48项（其

中发明专利26项，实用新型专利1项，外观设计21项）。 

4、报告期内重大资产出售事项完成后，由于原澳洲KRS公司已不再生产卷帘、软帘（布帘）、垂帘与

户外帘等遮阳成品，已转由公司按照KRS公司的订单进行生产，KRS负责在澳洲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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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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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遮阳面料 166,975,503.59 66,166,636.06 39.63% -69.40% -17.95% 12.03% 

窗饰及遮阳 283,206,465.52 113,116,116.43 39.94% -7.38% -44.13% -1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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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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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审计报告“附注四、29、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所述的“会计政策变更”和“财务报表格

式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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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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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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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本集团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9户。本集团本年合并范围与上年相比增加4户，

分别是宁波先锋互联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北京先锋通达科技有限公司、武威先锋物流贸易有限公司、

嘉兴市九华遮阳窗帘有限公司，与上年相比减少13户，分别是KRS公司及其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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