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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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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二）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三）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张仁维

个人工作原因

郭辉

（四）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五）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尚未弥补完以前年度亏损，因此 2018 年度不分配股利。

二 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A股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简称
安彩高科

股票代码
600207

董事会秘书
冯武
河南省安阳市中州路南段
0372—3732533
achtzqb@acbc.com.cn

变更前股票简称

证券事务代表
杨冬英
河南省安阳市中州路南段
0372—3732533
achtzqb@acbc.com.cn

(二)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包括光伏玻璃和天然气业务。太阳能光伏玻璃是生产太阳能光伏电池组件所需
的封装材料，主要用作太阳能电池组件的前、后盖板，通过减少对太阳光的反射、吸收和散射，
增加透光率，从而提高太阳能光伏电池组件的光电转换效率。公司具备太阳能光伏玻璃原片、钢
化片、镀膜片全产品链的生产能力，主要销售太阳能光伏镀膜玻璃。
天然气业务经营西气东输豫北支线管道天然气运输业务，并开展压缩天然气（CNG）和液化
天然气(LNG)生产和销售。公司管道天然气业务由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彩能源经营，经营模式为通过
管网输运气态常规天然气，供下游工商业客户和居民使用，主要客户是城市燃气公司及工业企业，
收入主要来源为管道运输费用；LNG 和 CNG 业务主要由安彩高科及全资子公司安彩燃气经营。LNG
即液化天然气，天然气经液化后有利于远距离运输、储存和使用，主要供应给 LNG 加注站、加注
撬，终端作为重卡、公交车及工商业用户的动力能源；CNG 即压缩天然气，将天然气加压后气态
储存在容器中，公司主要供应给市内及周边地区，作为出租车、公交车、家用车的动力燃料。
2018 年，受天然气涨价和光伏行业政策等因素影响，市场形势愈发严峻，安彩高科以统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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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为引领，努力克服产品售价下降、重要原材料上涨等因素影响，强化问题导向，化解经营风险，
对标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销量，降低生产成本，生产经营保持稳定。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 21.34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2,786.45 万元。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行业状况及经
营情况分析如下：
1.光伏玻璃业务
根据国家能源局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累计并网太阳能发电 174.63GW,全年新增太阳能发电
装机 44.26GW，同比下降 16%。2018 年 5 月 31 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发文
《关于 2018 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
（行业所称的“531”新政），
通知的重点是暂不安排 2018
年普通光伏电站指标，分布式光伏指标为 10GW，自通知发布之日起，新投运的光伏电站标杆电
价和分布式度电补贴均下调 0.05 元。“531”新政导致国内需求下滑，致使光伏组件以及相关产
品及光伏玻璃供应过剩，对供应链造成压力。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分析，受光伏产业链产品价格下调的影响，海外市场需求被激发，澳大利
亚需求旺盛，中东、北非、墨西哥、巴西等新兴市场成长较快，2018 年 9 月，欧盟对中国大陆光
伏产品实施最低限价机制到期取消，欧洲光伏市场进入复兴期。2018 年光伏产品（硅片、电池片、
组件）出口总额 161.1 亿美元，是双反后最高水平，同比增长 10.9%。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光伏市场，
虽然受 2018 年“531”新政影响，安装量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较大装机体量。
据卓创资讯统计，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国内超白压延玻璃在产 24 家，窑炉 38 个，生产线
126 条，总产能在 20890t/d，同比下降 1.88%左右。

公司光伏玻璃产能规模居国内第八名，经过长期经营和发展，公司积累了较为稳定、优良的
客户群，客户基本涵盖国内外一线太阳能组件企业。公司光伏玻璃二厂 500t/d 窑炉处于运行后期，
存在安全隐患，已于 2018 年 11 月 7 日停止运行。光伏玻璃一厂窑炉及公司其他相关生产线仍正
常稳定运行，能够保证对公司重要光伏玻璃客户的产品供应。为保证公司生产经营平稳过渡，公
司在保证日常生产经营稳定运行的同时积极开展退城进园工作，已与凯盛集团签署《光伏玻璃项
目合作协议》
，由公司先行全资注册成立光伏玻璃项目公司，开展 900t/d 光伏玻璃原片及后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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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线项目建设，该项目已于 2018 年 8 月 9 日在安阳市产业集聚区正式开工建设。投资建设日熔
量 900t/d 光伏玻璃项目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做强主业，降低光伏玻璃生产
成本，有效提升公司综合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本报告期，公司光伏玻璃业务营业收入 8.32 亿元，同比降低 18.75%，主要是受光伏玻璃产品
售价大幅下降及公司光伏玻璃二厂窑炉停止运行等因素影响。公司通过加强对海外市场的开拓和
维护，光伏玻璃海外销售保持稳定，海外销售营业收入 4.05 亿元，占光伏产品销售收入约 49%。
2.天然气业务
2018 年，国家持续推进能源结构调整以及加强环保监管力度，国内天然气市场需求保持较快
增速。据国家发改委数据显示，2018 年我国天然气表观消费量在 2,803 亿 m3，同比增加 18.1%。
工业、发电、化工等非居民用气需求释放，以及大量上年底完工的煤改气工程通气投产，使 2018
全年呈现“淡季不淡”的特点。
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彩能源运营的豫北支线承担着豫北地区冬季保供的责任，随着环保督查力
度的持续加大，豫北支线辐射区域均处于国家环保治理重点“2+26”城市范围之内。在大力推进
煤改气政策的影响下，各地政府强力推进煤改气工作，豫北支线沿途天然气用户需求增加。由于
上游气源单位执行合同量加竞拍量的供气政策，以及受豫北地区整体储气调峰能力不足的影响，
豫北地区天然气供需形势较为紧张。安彩能源一方面积极参与天然气竞价交易、精准调研下游用
气结构，健全有序用气机制；另一方面借助管网互通互联的优势，加强与省内燃气管道公司合作，
建立互供互保的有效机制，为豫北地区平稳“迎峰度冬”提供了有力保障，天然气销售量稳步提
升。
CNG、LNG 在交通燃料升级替代、天然气下乡及工业燃料升级中迎来了较好的发展机遇，报
告期内 LNG 终端零售量较去年同期实现较大增长。2018 年整体气源供求趋紧，原料气价格仍处于
高位。CNG 方面，2018 年豫北地区加快推广电动环保出租车、公交车，CNG 业务受到一定影响。
公司通过积极开拓市场，最大限度增加 CNG、LNG 站点的批发、零售量。
本报告期，公司天然气业务整体销售收入 12.66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7.57%。
(三)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2018年
总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 于上市公司 股
东的净利润
归属 于上市公司 股
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
损益的净利润
归属 于上市公司 股
东的净资产
经营 活动产生的 现

2017年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年比上年
2016年
增减(%)
-15.25
2,390,515,832.18
7.56
1,871,466,472.88

1,973,053,661.61
2,133,931,250.35

2,327,987,185.51
1,983,925,945.07

-332,575,958.29

9,076,621.75

-3,764.09

9,541,634.39

-315,266,670.47

-2,598,813.90

不适用

6,365,315.49

1,573,208,340.42

1,905,125,649.05

-17.42

1,897,421,887.40

100,305,197.72

66,570,165.63

50.68

92,483,89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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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加权 平均净资产 收
益率（%）

-0.3854

0.0105

-3,770.48

0.0125

-0.3854

0.0105

-3,770.48

0.0125

-19.13

0.48

减少19.61个
百分点

0.71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2.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632,456,642.56

523,021,208.89

430,143,629.39

548,309,769.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0,735,918.41

11,357,148.82

-26,799,550.59

-306,397,638.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1,067,349.66

10,450,158.28

-27,410,201.37

-287,239,277.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4,865,692.28

13,286,531.36

67,864,042.97

4,288,931.11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不适用
(四)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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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9,94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9,74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河南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407,835,649

47.26

富鼎电子科技（嘉
善）有限公司

147,012,578

17.04

147,012,578

郑州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25,943,396

3.01

25,943,396

-225,300

10,663,636

3,076,000

3,076,000

廖强
何阳春

报告期内增
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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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质押

数量
85,000,000

股东
性质
国有法人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无

国有法人

1.24

未知

未知

0.36

未知

未知

杨秀春

300,200

2,625,138

0.30

未知

未知

朱成伟

-1,539,008

1,523,969

0.18

未知

未知

黄怡钦

87,200

1,140,733

0.13

未知

未知

朱建垣

1,081,700

1,081,700

0.13

未知

未知

周剑萍

40,000

1,041,080

0.12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 9 名无限售流通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不适用

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不适用

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五)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一)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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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围绕经营目标开展的主要工作：
1.打赢经营和机制建设攻坚战，提高公司竞争力
在经营方面，一是提高生产效率，光伏玻璃良品率再创新高，保持行业先进水平。二是降低
生产成本，光伏玻璃板块克服天然气、原材料涨价等不利因素影响，通过技术改造、包装材料循
环利用等措施降低成本。采购系统，大宗原材料采购实施“一招一比”，备辅低等其他物资实施电
商采购，有效降低公司采购成本。动力系统，推进直供电交易，积极参与电力交易平台组织的直
供电交易，节约动力成本。三是开展技术创新，自主解决余热锅炉漏风率偏大问题，创新梯级送
暖方式使采暖与发电兼顾运行，发电量持续提升。四是光伏玻璃板块，强化销售，不断开发优质
客户，海外销量同比提升 10.92%，有效对冲了美国 201 政策对光伏海外销售的影响。燃气板块，
因时制宜，多方施策增加天然气销售量；CNG、LNG 天然气业务积极开拓市场，融入互联网，在
深入开展对标工作的基础上，增强运营管理，提升销售量。
在机制建设方面，一是转变观念，开展“两转一强化”主题教育活动，以“改革创新、产业
衔接”为核心，把广大干部员工的思想统一到公司年度经营目标上来。二是转变作风，弘扬“三
讲三不讲”企业文化，强化重点工作跟踪考核，提高公司执行力和工作效率。三是深入开展全面
对标，以提升毛利率为抓手，找出公司差距，通过降低产品成本、优化人员配置等举措提升企业
竞争能力。四是学习推进阿米巴经营模式，以市场化为导向，层层传递市场压力，干部员工经营
意识大幅提升。五是建立健全大监督管理体系，组织梳理物资管控机制、采购销售监管机制运行
情况，督导采购公开、推进价格公示、跟踪物资管控，并将工程建设纳入监督体系月会商机制，
营造清风廉洁的工作气氛。六是突出工作提升和利润贡献考核，修订和完善考核管理办法，增强
干部员工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
2.推进退城进园项目建设，增强企业发展后劲
一是安阳市政府同意解决安彩高科退城进园项目用地需求，并同意对公司搬迁事宜进行补偿，
具体补偿方案以后续公司与政府相关部门签订的协议为准。二是落实与凯盛集团合作事宜，由安
彩高科先行全资成立光伏玻璃项目公司，开展 900t/d 光伏玻璃项目建设。三是药用玻璃项目，已
签订三方合作协议，目前已完成药玻公司设立，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四是成立退城进园暨新项目
建设工作组，建立运转机制，明确责任分工，保证项目建设有序进行。
3.打赢安全环保攻坚战，夯实经营发展基础
一是持续完善窑炉安全监控及应急处置管理制度跟踪落实，保证了窑炉的安全平稳运行。二
是加强池炉漏料应急演练，不断完善和细化演练方案，提高预案的及时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避免安全事故发生。三是强化环保红线意识，狠抓环保管理，环保设施稳定运行，污染物达标排
放。
4.党政工团工作扎实开展，积极构建和谐企业
一是切实落实“两个责任”
。组织下发党建工作要点、纪检工作要点，明确工作任务，全面部
署年度工作。落实“一岗双责”
，将从严治党责任落在实处。二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组织开展支
部书记述职述廉评议，强化党建意识，促进党建工作提升。三是深入开展反“四风”工作。紧盯
重点环节及关键岗位人员，积极引导教育党员干部和岗位人员强化廉洁自律意识。四是积极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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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企业。切实解决职工困难，组织开展困难职工帮扶工作。

(二)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不适用
(三)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不适用
(四)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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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涉及对财务报表列报的
调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构成影响，也不涉及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五)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六)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计两家，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及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本报告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