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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76                            证券简称：雪莱特                            公告编号：2020-047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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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因 2018 年度、2019 年度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均为负值，2019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为负值，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在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实行“退市风险

警示”处理，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信息，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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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本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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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莱特 股票代码 002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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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桃华  

办公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澜北路 2

号亿能国际广场 2 座 19 楼 
 

电话 0757-86695590  

电子信箱 zhangtaohua@cnlight.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2019年，公司主要业务为紫外线杀菌灯、LED与荧光灯室内照明、汽车照明、锂电池生产设备。  

公司紫外线杀菌灯业务相关具体产品包括：消毒车、消毒台灯、支架灯、壁挂式消毒灯、一体化电子灯、紫外线灯管等，

可广泛应用于医院、教室、商场、仓库等空间场所的杀菌消毒，也可应用于消毒柜、净水机、空气净化器、除螨仪、消毒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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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小家电、医疗器械设备领域及工业中废水废气的治理。公司是国内少数几家有能力生产大功率紫外线杀菌灯的企业之一，

可根据客户需求提供功率为2W至800W的低气压紫外杀菌汞灯产品，目前以国内直销为主，海外主要出口美国、英国、意大

利、俄罗斯、韩国、马来西亚等。 

公司LED与荧光灯室内照明业务的具体产品包括：LED室内照明、LED户外灯具及智能灯具、一体化荧光灯及配套镇流
器，该类产品广泛应用于家居照明、商业照明领域，公司主要以客户订单需求为中心组织生产，目前以海外市场直销为主，

主要出口美国、加拿大、印度、巴西、斯里兰卡等，国内主要通过经销商渠道进行销售。 

公司汽车照明业务的具体产品包括：LED汽车前照灯、汽车氙气前大灯。公司主要以客户订单需求为中心组织生产，目

前以国内销售为主，主要通过经销商渠道进行销售。公司车灯前装客户主要包括汽车整车厂、汽车灯具厂/车灯总成制造商，

公司目前已成为江淮、奇瑞、东风等整车厂的指定二级供应商；公司车灯后改客户主要包括汽车4S集团公司、汽车美容店、

汽车维修站、汽车改装批发渠道等。公司汽车照明业务收入目前主要来源于国内外后改客户。公司汽车灯主要出口欧洲、中

东、美国、日本、韩国等。 

公司锂电池生产设备业务由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卓誉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负责运营，主要为新能源动力电池生产企业提供

锂电池整条生产工艺链的中后段设备，主要产品包括：方形电池热压线、方形电池极耳焊接线、方形电池卷芯包膜线、卷芯
入壳线、氦检测漏线、方形电池负压氦检测漏线等。公司根据客户的特定需求进行个性化设计、生产和服务，并紧跟客户新

动向和新需求，通过招投标等方式获取订单，目前设备销售均为国内直销，与宁德时代、比亚迪、欣旺达等行业知名企业建
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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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529,640.20 566,067,657.99 -37.55% 1,025,567,733.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1,399,318.42 -833,977,772.38 27.89% 55,870,244.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79,436,147.11 -870,599,711.08 33.44% 50,479,831.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51,514.60 -6,026,316.16 192.12% -466,446,079.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7 -1.09 29.36% 0.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7 -1.09 29.36% 0.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2.31% -96.57% -215.74% 5.39%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668,379,761.53 1,589,819,477.65 -57.96% 2,211,716,533.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8,316,176.63 490,354,296.10 -122.09% 1,059,319,7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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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637,964.18 77,050,517.39 57,012,231.54 134,828,927.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633,179.54 -142,626,483.47 -110,348,566.67 -328,791,088.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481,858.44 -126,562,903.20 -102,725,944.04 -322,665,441.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691,024.77 1,997,959.88 -2,895,371.98 -4,242,09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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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8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64,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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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国生 境内自然人 27.31% 212,446,938 180,264,703 
质押 211,304,000 

冻结 58,181,100 

陈建顺 境内自然人 10.71% 83,318,598 83,318,598 
质押 78,800,000 

冻结 83,318,598 

何立 境内自然人 1.93% 15,024,590 15,024,590   

陈建通 境内自然人 1.60% 12,456,264 0 
质押 12,440,000 

冻结 12,456,264 

冼树忠 境内自然人 1.58% 12,323,678 12,322,558   

广东福迪汽车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9% 9,255,533 0   

黄治国 境内自然人 1.11% 8,631,147 8,631,147   

黄海荣 境内自然人 0.82% 6,393,442 6,393,442   

屈赛平 境内自然人 0.52% 4,024,144 0   

黄志刚 境内自然人 0.32% 2,517,17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股东陈建通为陈建顺的哥哥，故陈建通系陈建顺的一致行动人；2、除上述情况外，公司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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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外部复杂多变的形势，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经营管理层在董事会的领导下，以“聚焦主业、稳健经营”

为战略指引，积极应对资金压力和经营压力，通过调整经营策略、缩减开支、处置资产等方式来保障公司持续经营，维护全

体股东利益。 

报告期内，公司融资成本、财务费用仍然较高；因营运资金紧张，公司部分业务受到影响，收入下降较为明显。报告期

内，公司整体实现营业收入353,529,640.20元，与去年同比下降37.5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

601,399,318.42元。 

（一）主要业务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在运营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公司努力保障紫外线杀菌灯、汽车照明、LED与荧光灯室内照明业务的经营。为
减少流动资金消耗，降低流动性风险，公司优选账期和回款较好的订单和客户进行合作，并重点保障盈利水平较好的核心业

务，主动放弃现金流较差的部分订单。受资金紧张影响，公司LED及荧光灯室内照明业务的收入同比出现大幅下降。  

报告期内，子公司深圳卓誉的锂电池生产设备业务发展势头强劲，销售收入同比大幅增加。深圳卓誉原股东承诺2019

年实现不低于4,950万元的扣非净利润，因销售订单不及预期，业绩承诺未能完成。 

（二）股权投资及资产处置情况 

1、因营运资金紧张，公司通过加快对外投资项目退出的方式回笼资金。报告期内，公司参与出资的广东雪莱特大宇产

业并购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佛山市顺德区大宇智能制造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东猎投创业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陆续退出部分股权投资项目，公司回笼部分资金。 

2、为落实公司“聚焦主业、稳健经营”的整体发展战略，减少公司亏损，控制经营风险，改善公司财务状况、优化资产
结构，保障持续发展，公司于2019年10月出售了富顺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 

3、为更好地开拓经营业务，公司于2019年新设了全资子公司佛山雪莱特照明有限公司及全资孙公司深圳市卓誉智能装

备有限公司。 

4、为优化公司内部管理结构，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运营效率，公司在2019年注销了深圳市雪莱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等

无实际经营业务的控股子公司及孙公司。 

（三）公司管理及其他方面 

1、报告期内，公司高度关注债务逾期情况，定期召开内部会议商讨解决方案，与当地政府、金融机构及其他债权人保
持积极沟通，并通过加快催收应收账款、处置资产等方式回笼资金，偿还部分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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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部分债务逾期，公司涉及大量诉讼，并因此导致银行账户、土地、房产、股权及设备等资产被查封冻结，公司积

极委托律师进行处理，尽量减少损失，避免更大风险。同时，公司对于债务人欠款，也委托了律师起诉追款。 

3、深圳卓誉2017-2018年累计实现的净利润数低于承诺数，深圳卓誉原股东何立、黄治国、黄海荣、余波四人按对应比

例予以补偿。2020年3月5日，何立等四人涉及的业绩补偿股份10,068,011股完成回购注销手续。 

4、因公司业绩考核未达到要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了第三期限制性股票3,721,500股回购注销议案。2020年1

月8日，上述限制性股票完成注销手续，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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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净化系列 56,210,159.74 36,958,059.50 34.25% -27.84% -28.74% 0.83% 

汽车照明系列 62,089,440.65 41,509,037.07 33.15% -8.59% -8.90% 0.22% 

锂电池生产设备
系列 

114,628,317.09 77,896,070.50 32.04% 245.15% 282.11% -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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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因营运资金紧张，公司部分业务受到影响，营业收入下降较为明显，营业成本同步下降。 

（2）报告期内，公司融资成本、财务费用仍然较高。 

（3）公司2019年度计提各项资产减值损失、信用减值准备、担保预计负债合计约5.96亿元，较前一报告期的减值金额

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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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计政策变更 

    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2017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

号-金融资产转移》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上四项统称<新金融

工具准则>），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详见附注四。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公司的影响 

于2019年1月1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进行衔

接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未调整可比期间信息。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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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2019年1月1日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本公司自2019年6月10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自2019年6月17日起执行经修

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并根据准则的规定对于2019年1月1

日至准则实施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和和债务重组进行调整。本公司首次执行该准则对财务报表无影响。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累积影响金额 2019年1月1日 

分类和 

计量影响 

金融资产 

减值影响 

小计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31,613,554.82 (31,613,554.82) --- (31,613,554.82) --- 

交易性金融资产（注1） --- 33,613,554.82 --- 33,613,554.82 33,613,554.82 

其他流动资产 35,045,937.74   (2,000,000.00) --- (2,000,000.00) 33,045,937.7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000,000.00 (5,000,000.00) --- (5,000,000.00) ---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注2） --- 5,000,000.00 --- --- 5,000,000.00 

应收票据 26,804,753.17 (26,804,753.17)  --- (26,804,753,17) --- 

应收款项融资 --- 26,804,753.17 --- 26,804,753.17 26,804,753.17 

 

注1：于2019年1月1日，本公司投资持有账面价值2,000,000.00元的以前年度被分类为其他流动资产的理财产品，为2018

年10月19日购买广发银行“薪加薪16号”人民币结构性存款，期限90天，2019年1月17日到期赎回，该产品属于保本浮动收益

型，该金融资产是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的，其合同现金流量代表的不仅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本金为基础的利息的支出，
因此将该等结构性存款重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列报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因此该部分金额

从其他流动资产重分类至交易性金融资产列示。 

注2：于2019年1月1日，本公司投资持有广东猎投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6.80%的股份，账面价值5,000,000.00

元，以前年度被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该资产属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金融资产，因此该部分金额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重分类至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二）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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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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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增加2户，减少9户，其中： 

1）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深圳市卓誉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深圳卓誉智能”） 新设立孙公司 

佛山雪莱特照明有限公司（“佛山雪莱特”） 新设立子公司 

2）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委托经营或出租等方式丧失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富顺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富顺光电”） 本期进行股权处置 

安徽富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富顺”） 本期进行股权处置 

福建恒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福建恒顺”） 本期进行股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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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银福节能科技有限公司（“银福节能”） 本期进行股权处置 

漳州宇杰智能包装设备有限公司（“宇杰包装”） 本期进行股权处置 

福建富顺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富顺达光电”） 本期进行股权处置 

福建富顺达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富顺达软件”） 本期进行股权处置 

深圳市雪莱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深圳雪莱特”） 本期注销 

深圳曼普人工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深圳曼普”） 本期注销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柴国生 

2020年 4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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