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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80                             证券简称：易成新能                          公告编号：2019-082 

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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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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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文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江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江泳声明：保证半年

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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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成新能 股票代码 30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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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泳 常兴华 

办公地址 河南省开封市精细化工产业园区 河南省开封市精细化工产业园区 

电话 0371-27771026 0371-27771026 

电子信箱 zqb@ycne.com.cn zqb@ycne.com.cn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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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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总收入（元） 1,396,466,551.41 1,498,928,173.32 1,498,928,173.32 -6.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524,995.42 78,322,129.34 78,322,129.34 -121.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2,232,347.14 -165,627,821.07 -165,627,821.07 86.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3,718,516.00 -32,318,673.72 -2,318,673.72 4,141.9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29 0.1558 0.1558 -121.1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29 0.1558 0.1558 -121.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9% 4.20% 4.20% -5.2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4,311,072,919.35 5,012,839,916.46 5,012,839,916.46 -14.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13,693,667.91 1,530,218,663.33 1,530,218,663.33 -1.0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9,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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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0.02% 100,671,095 0 质押 50,335,500 

姜维海 境内自然人 1.54% 7,722,164 0   

宋贺臣 境内自然人 1.24% 6,217,557 0 冻结 4,790,000 

上海超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超影进取一号

投资基金 
其他 0.70% 3,526,900 0   

河南省兆腾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0% 3,000,000 0   

李安宁 境内自然人 0.46% 2,332,345 0   

平顶山煤业（集团）大庄矿劳动服务公司 国有法人 0.37% 1,880,751 0   

张叔伦 境内自然人 0.30% 1,500,000 0   

蔡新 境内自然人 0.29% 1,461,000 0   

董苗苗 境内自然人 0.29% 1,442,9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平顶山煤业（集团）大庄矿劳动服务公司为

一致行动人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张叔伦，通过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5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500,000 股。 

公司股东蔡新，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6,000 股外，还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445,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461,000 股。 

公司股东董苗苗，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836,400 股外，还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06,5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442,9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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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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07 月 20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 6 亿元公司债券，参照下述要求披露公司债券信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万元） 
利率 

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 
15 易成债 118329 2015 年 07 月 20 日 2020 年 07 月 21 日 9,000 9.28%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55.27% 61.51% -6.2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4.11 3 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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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照披露 

光伏产业链相关业 

1、报告期内的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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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上半年，公司坚定走“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的发展战略，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目标，

贯彻董事会的战略部署，通过优化产品产业结构、资源整合及资本运作等方式，适时调整公司产业布局，

不断延伸拓展业务领域，提升了公司基础管理，加快了转型升级，确保了公司平稳、健康发展。重点做好

了如下工作： 

（一）实施资本运作，加快推进转型发展。 

近几年，我国持续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支持企业并购重组的政策，资本市场并购重组非常活跃，大量

上市公司通过并购重组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2018年11月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意向性预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及相关议案，公司将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开封炭素100%股权，开封炭素是一家主要以生产高功率和超

高功率石墨电极为主的高新技术企业，在石墨电极生产销售领域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和盈利能力。2019年

7月17日，公司本次重组事项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有条件通过，

本次重组实施后，公司将持有开封炭素100%的股权，石墨电极业务正式纳入公司的新材料板块，这将进一

步完善公司新能源、新材料产业的布局，同时，公司的资产规模、业务规模及盈利能力将得到有效提升，

实现公司跨越式发展。 

（二）推进资源整合，促进子公司发展。 

为更好地进行内部资源整合，提升管理效能，2019年6月17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之间吸收合并的议案》，公司将进行内部企业合并，由全资子公司河

南易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成环保”）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开封万盛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万盛新”），万盛新全部业务、资产、债权、债务由易成环保依法承继，万盛新独立法人资格依法

注销。本次吸收合并有利于整合公司内部资源，盘活闲置土地，提升运营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同时，加

快推进了公司全资子公司易成环保固废项目的实施，延伸公司环保产业链，壮大了环保产业板块，实现公

司持续稳定盈利，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 

（三）布局下游光伏发电，提升资产质量。 

公司根据在新能源领域的战略布局，充分发挥运营电站优势，2019年6月17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公司10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收购

河南华沐通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沐通途”）持有的许昌华晶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许昌华晶”）100%的股权，本次交易价格为经北京亚太联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的许昌华晶净资

产价值126.75万元。许昌华晶为7MW光伏电站项目公司，电站位于许昌奥仕达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许昌

博玛曳引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西继迅达（许昌）电梯有限公司屋顶，共有3个接入点。2019年7月15日，公

司完成了收购许昌华晶100%的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许昌华晶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将纳入公司的

合并报表范围，本次收购有利于实现公司对光伏发电行业的快速、规模化布局，为公司带来稳定的现金流

收入，有效提升公司资产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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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挥党工团组织作用，维护和谐稳定大局。 

2019年是公司资产重组的关键年，公司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结合“四知四清四掌握”工作

机制原则，从自身实际出发，牢牢把握六个坚持，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作为根本

导向，从产业拓展、质量生产、安全环保、人财管理、民生人文等中心工作入手，与党员学习教育工作有

机结合开展工作。深入组织党的十九大和习总书记讲话精神学习、集团“三会”精神宣讲会、意识形态报

告会，“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动员会和主题教育集中学习，3+X主题党日等活动，丰富了员工业余文化生

活，积极维护基层群众政治稳定，促进了公司生产经营和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维护了公司和谐稳定大局。 

（五）加强组织能力建设，匹配业务发展。 

2019年上半年，公司在加快推进业务转型的同时，持续加强高效人才团队、组织能力的建设，以匹配

公司不断发展的业务需求，继续推进项目管理、人力资源、财务、内控等管理系统的提升，完善人才梯队

建设方案、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考核方案、培训体系和培训方案、定级定薪方案等，加强人才队伍培训，鼓

励员工参与外部培训、专业技能培训、职称考试、在职教育等，帮助员工提升专业素养与管理能力，充分

调动人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提升公司全员的能效，实现公司与个人的双赢，进而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

促进公司高质量发展。 

2、报告期内的指标变化 

（1）资产负债状况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合并报表资产总额为43.11亿元，比上年度末减少14.00%；负债总额为23.83亿

元，比上年度末减少22.71%；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总额为 15.14 亿元，比上年度末减少1.08%；资产负

债率为55.27%，比上年度末减少6.23%。主要原因为：本年度因归还贷款, 短期借款较上年减少6.57亿元。 

（2）经营状况 

2019年半年度公司合并报表营业收入完成13.96亿元，较2018年半年度减少1.02亿元，同比减少6.84%；

主要原因为： 

一是增收方面：石墨产品业务收入较2018年半年度增加1,018.09万元。 

二是减收方面：金刚线业务收入较2018年半年度减少3,092.18万元，电池片业务收入较2018年半年度

减少2,551.63万元, 晶硅片切割刃料业务收入较2018年半年度减少1,108.47万元，废砂浆回收利用业务收

入较2018年半年度减少874.63万元，光伏工程业务收入较2018年半年度减少485.26万元,其他产品业务收

入较2018年半年度减少3,155.41万元，合计减少11,267.58万元。 

（3）盈利状况 

2019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652.50万元，同比下降121.10%；主要原因为：去

年同期公司出售子公司易成新材及新路标100%股权形成投资收益21,457.01万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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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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2018年10月2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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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归并部分资产负债表项目，拆分部分利润表项目；并于2018

年9月7日发布了《关于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明确要求代扣个人所得税手续

费返还在“其他收益”列报，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在编制现金流量

表时均作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列报等。公司已经根据新的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因此发生变更的，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

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

媒体上的《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12）。 

根据上述政策要求，公司已将2018年半年度“营业外收入”29,841.44元调整至“其他收益”；将2018

年半年度“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3,000万元调整至“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二）2019年4月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财政部于2017年发布了修订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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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

具列报》（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并要求自2019年1月1日起在境内上市公司全面实施。本次变更后，

公司将执行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并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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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

报》。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

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上的《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4）。 

根据上述政策要求，公司已将资产负债表新增“其他权益工具投资”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企业指

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期末账面价值；将原在“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1,400万元调整至“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利润表新增“信用减值损失”项目，反映企业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要求计提的各项金融工具信

用减值准备所确认的信用损失。 

（三）2019年8月2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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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通过《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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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

表；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

8号），对准则体系内部协调与明确具体准则适用范围进行修订；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关于印发修

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对准则体系内部协调与债务重组定义进行

了修订。公司将按照财【2019】6号、财会【2019】8号、财会【2019】9号文件规定，财务报表部分格式

变更于2019年6月30日半年度财务报告开始实施，《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于2019年6月

10日实施；《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于2019年6月17日实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上的《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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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共 11户，具体包括： 

子公司名称 级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开封万盛新材料有限公司 一级 100 100 

开封恒锐新金刚石制品有限公司 一级 100 100 

上海恒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一级 100 100 

疏勒县利能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一级 100 100 

河南易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一级 100 100 

扎鲁特旗通能光伏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一级 100 100 

平煤隆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一级 50.2 50.2 

河南中平瀚博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一级 76 76 

许昌华晶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一级 100 100 

河南易成新能碳材料有限公司 二级 76 76 

河南易成瀚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二级 76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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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昌华晶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2、本期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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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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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陈文来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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