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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29               证券简称：*ST 海源                公告编号：2021-035 

福建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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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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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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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一家集研究开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复合材料轻量化制品及新型智能机械装备

企业，连续多年被评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通过对国内外资源的有效整合，构建了从复合材

料装备、工艺、材料、模具开发、制品设计到制品生产的完整产业链。报告期内，公司业务

开始向光伏组件领域进行布局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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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产品及用途 

分类 产品 用途/应用领域 

机械装备 

墙体材料成型装备（自动液

压机及生产线） 

生产建筑用墙体砖、加气混凝土砌块等，其衍生设备可用于如型

煤、型焦产品生产。 

耐火材料成型装备（自动液

压机及成品自动检测线） 

生产定型耐火材料（即耐火砖），下游产品耐火砖主要用于冶金（含

黑色金属及有色金属）、铸造、水泥及玻璃等行业。 

复合材料成型装备（自动液

压机及生产线） 

生产制造纤维（主要为碳纤或玻纤）增强复合材料相关制品，包

括热固材料与热塑材料两大类。 

建筑陶瓷自动液压机 
生产建筑陶瓷墙地砖，其衍生设备陶瓷透水砖自动液压机，可用

于生产陶瓷透水砖（主要以陶瓷废料为原料）。 

复合材料制品 
复合材料建筑模板 主要应用于综合管廊、地铁、高铁、公路、铁路等施工领域。 

复合材料汽车车身及零部件 生产以乘用车、商用车为主的外覆盖件、结构件及半结构件。 

光伏业务 光伏组件 
用于大型地面光伏电站、工商业光伏屋顶、家用光伏系统、与建

筑相结合的光伏发电系统、离网光伏系统等。 

（二）经营模式 

1、采购、生产模式 

公司实行业务导向型的经营模式，采用“以销定产、以产定购”的模式进行原材料采购

和生产组织；制定了严格的供应商考核制度，保证物料可靠稳定交付，减少因物料价格波动

而带来的成本波动，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制造成本；采取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结合市场需

求波动，以及针对不同客户需求，制定生产计划。 

2、销售模式 

机械装备业务采用国内直销，国外“直销+代理”的销售模式，面向国内、国际市场； 

复合材料制品业务包括复合材料建筑模板和复合材料汽车车身及零部件，复合材料建筑

模板采用国内代理，国外直销的销售模式。复合材料汽车车身及零部件直接销售至汽车制造、

动力电池制造等企业，为客户提供标准化及定制化的产品； 

光伏组件业务采用“直销+代工”的销售模式，产品直接销售至电力开发、电站 EPC 承

建商等企业，同时承接优质组件代工业务。 

（三）行业情况及地位 

1、机械装备业务 

公司是国内最早开发复合材料成型装备的企业之一，自 2010 年引进、消化吸收欧洲先进

的复材装备技术，并在国产化基础上逐渐开发适用于多种复材工艺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复

材制品生产线。公司高端复合材料生产线已成功出口北美、西欧等市场，目前，公司 HC 系

列耐火压机在国内市场销量稳定，并已打入日本、东欧及中东等国际市场。同时，公司是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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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我国墙材压机领域最大、技术最成熟的供应商之一，HF 系列墙材压机因设备产品性能稳定

可靠，故障率低，曾获得“中国建材机械行业名牌产品”荣誉称号，市场占有率较高。 

2、复合材料制品业务 

公司的复合材料建筑模板（又称易安特建筑模板），是木模板、铝合金模板、钢模板的换

代产品。由于复合材料模板特殊的模压生产工艺，使其各项物理力学性能指标赶超公司参与

制定的《塑料模板》JG/418-2013 行业标准，以易安特建筑模板为代表的组合式带肋塑料模板

技术成功纳入住建部颁发的《建筑业 10 项新技术（2017 年）》。通过不断探索新工艺、新技

术、新材料，优化产品质量，易安特建筑模板已应用于中国中铁、中国铁建、中国电建等公

司承接的多个项目中。 

公司是国内较早研发 LFT-D、SMC 及 HP-RTM 等工艺技术的企业之一，并将这些工艺

运用于生产乘用车、商用车的外覆盖件、内结构件等汽车轻量化车身件和新能源汽车电池盒

的外覆盖件，从而扩大轻量化技术在新能源汽车轻量化领域的应用。 

2020 年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整体表现良好，上半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市场表现低迷，从 2020

年 7 月份开始新能源汽车呈现增长态势，增幅逐渐扩大，2020 年产销量分别为 136.6 万辆和

136.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7.5%和 10.9%。从发展趋势看，新能源化不可逆转，随着动力电

池成本下降和续航里程增加，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存在增长机会。 

3、光伏组件业务 

公司于 2020 年 9 月收购赛维电源，开始从事光伏组件的制造和销售。公司首期 375MW

高效光伏组件实验线于 2020 年 12 月试生产，产品类型包括：156、166、182、210 规格电池

尺寸的多主栅整片组件、半片组件、双玻双面发电等系列组件，主要用于大型地面光伏电站、

工商业光伏屋顶、家用光伏系统、与建筑相结合的光伏发电系统、离网光伏系统等领域。 

随着光伏行业新技术、新工艺的应用和平价上网在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实现，光

伏行业正逐渐摆脱对政策和补贴的依赖。2020 年 9 月 22 日，中国宣布了“二氧化碳排放力

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12 月 12 日再次宣布：

到 2030 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 2005 年下降 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

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 25%左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 12 亿千瓦以上。预计光

伏组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需求将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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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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300,313,663.58 217,657,512.98 37.98% 240,572,061.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866,859.13 -535,487,515.81 106.14% -175,099,080.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9,980,549.39 -536,294,803.48 79.49% -190,923,744.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4,357,216.73 -119,629,944.55 229.03% -150,461,245.9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64 -2.0596 106.14% -0.67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64 -2.0596 106.14% -0.67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1% -47.58% 51.49% -11.83%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234,298,860.43 1,466,530,591.58 -15.84% 1,921,534,634.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56,933,500.90 823,146,362.58 4.10% 1,393,179,78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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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344,311.34 72,371,462.81 44,969,891.85 126,627,997.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786,292.96 -11,396,301.96 -14,812,361.38 30,289,229.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809,839.51 -39,652,019.93 -16,645,179.54 -75,493,189.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2,103,761.39 86,485,152.62 -7,401,359.69 -6,830,33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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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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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64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3,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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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赛维电力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00% 57,200,000    

上银瑞金资本－上海银 其他 8.80% 22,891,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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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吴国继 

李明阳 境内自然人 5.50% 14,435,991  质押 14,435,991 

海源实业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20% 8,308,750    

周倩云 境内自然人 1.09% 2,840,000    

李红卫 境内自然人 0.84% 2,17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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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3% 2,160,525    

李萍 境内自然人 0.80% 2,080,000    

刘琼 境内自然人 0.75% 1,958,100    

张淑芬 境内自然人 0.63% 1,63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李明阳系公司原实际控制人之一李良光先生之子；海源实业有

限公司系公司原实际控制人之一李祥凌先生子女控制的关联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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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实际控制人及

公司原部分高管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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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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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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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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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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受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公司以及上下游产业链企业的复工复产延迟，

产品交付及项目实施延缓，公司各项业务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公司积极应对疫情，加强

复工复产，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继续坚持夯实主业，采取稳中求进的整体战略和有

效措施，努力开拓市场，保障生产经营的平稳运行。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0,031.37

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37.98%，净利润为3,286.69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06.14%。

其中，机械装备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2,382.57万元，复合材料制品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1,822.67

万元，光伏组件业务实现营业收入2,220.28万元。 

1、随着国家强有力的疫情防控措施的实施，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中国率先走出疫情

影响，但国际疫情形势仍旧严峻，受此影响，公司机械装备国际业务工作开展难度加大。公

司复合材料汽车车身及零部件业务受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长影响，全年营收实现较大增长；复

合材料建筑模板业务在受疫情及基础投资速度放缓、去杠杆等多重因素的冲击下，公司继续

致力“巩固存量订单市场，拓展新客户，优化客户结构”的策略，攻坚克难，深耕现有客户，

实现建筑模板业务全年营收正向增长。 

2、公司于2020年9月收购赛维电源，正式进军光伏行业，主要生产制造和销售光伏组件。

2020年上半年受疫情蔓延影响，全球光伏装机需求延缓，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下半年装

机需求恢复性增涨，光伏产品量价回升。据统计，2020年我国光伏组件产量124.6GW，同比

增长26.4%。尽管海外疫情严重，但2020年我国组件出口量约78.8GW，同比增长18.3%。在此

背景下，公司首期375MW高效光伏组件实验线于2020年12月试生产。 

3、报告期内，公司通过转让全资子公司福建海源华创新材料制品有限公司及福建海源华

博装备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进行了资产处置。此举优化了公司的资源配置，补充了营运资

金，归还了银行借款，降低了财务费用，资产负债率由报告期初的43.87%降至31.99%，进一

步提升了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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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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机及整线装备 123,825,733.19 11,079,991.61 8.95% 28.08% 441.61% 12.30% 

复合材料业务 118,226,739.05 15,916,223.06  13.46% 28.04% 620.74% 16.77% 

光伏业务 22,202,837.54 331,614.11 1.49% 100.00% 100.00% 1.49% 

农业智能装备 0.00 0.00 0.00% -100.00% -100.00% -22.62% 

其他 36,058,353.80  8,055,894.28  22.34% 81.66% 234.08% 5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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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有较大幅度增长；经过上年度及本报告期公司对业务及资

产进行优化梳理，营业成本有较大幅度下降；本期公司取得大额资产处置收益。 

以上综合原因使得本期公司净利润总额较上年有较大幅度增长。 

6、面临退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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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a. 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于2017年7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要求

境内上市的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本公司自规定之日起开始执行。 

新收入准则对公司存在重要影响的变化主要包括： 

本公司将已向客户转让商品而有权收取对价的权利，且该权利取决于时间流逝之外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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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因素作为合同资产列示。本公司将已收或应收客户对价而应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义务作为合

同负债列示。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并按新收入准则的要求列报相关信息。本公

司将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

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进

行调整。 

b.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  

财政部于2019年12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财会〔2019〕21号）（以下

简称“解释第13号”）。解释第13号明确了企业的关联方包括企业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共同

成员单位（包括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以及对企业实施共同控制的投资

方的企业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等。解释第13号自2020年1月1日起实施，本公司采用未来适用

法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进行会计处理。采用解释第13号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关

联方披露产生重大影响。 

②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公司未发生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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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本报告期发生的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2020年9月4日，公司以0元价格收购了新余赛维电源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为

100.00%，本公司自新余赛维电源科技有限公司收购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新余赛维

电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7月1日，截止合并日净资产为0元。 

②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a. 2019年9月19日，公司投资设立了福建海源华创新材料制品有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为

100.00%。2020年1月，为处置土地、房屋及建筑物将该公司100%股权转让，本报告期末未纳

入合并范围，详见本附注“五、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四十五）资产处置收益”。 

b. 2020年12月3日，公司投资设立了福建海源华博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为

100.00%。2020年12月，为处置土地、房屋及建筑物将该公司100%股权转让，本报告期末未



福建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9 

纳入合并范围，详见本附注“五、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四十五）资产处置收益”。 

c. 2020年12月18日，公司投资设立了扬州赛维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为

100.00%，本公司自扬州赛维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设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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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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