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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3月21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3月21日上午

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http://wltp.cninfo.com.

cn） 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3月20日下午15:00至2019年3月21日下午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9号公司会议室。

3.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储晓明董事长。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3位，代表股份数 16,004,235,025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0165%，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

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计40位， 代表股份数3,

174,511,1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864%。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5位，代表股份数 13,314,980,763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0833%。

3.网络投票出席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28位，代表股份数2,689,254,2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1.9332%。

4.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位，出席6位，王洪刚、王凤朝董事、叶梅独立董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

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8位，出席6位，龚波、卫勇监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公司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记名投票表决。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关于审议〈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6,003,899,57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79� %；反

对214,9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13%；弃权12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8%。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174,175,7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894%；反对214,9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0.0068%；弃权12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38%。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审议〈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6,003,899,57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79� %；反

对214,9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13%；弃权12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8%。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174,175,7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894%；反对214,9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0.0068%；弃权12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38%。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审议〈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6,003,899,57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79� %；反

对214,9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13%；弃权12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8%。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174,175,7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894%；反对214,9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0.0068%；弃权12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38%。

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6,004,019,57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87� %；反

对 214,9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13� %；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174,295,7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32%；反对 214,9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0.0068� %；弃权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审议〈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6,003,899,57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79%；反对

214,9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13� %；弃权12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8%。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174,175,7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894%；反对 214,9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0.0068%；弃权12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38%。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审议〈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方案（2019年）〉的

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982,937,07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8669%；反对

18,319,05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145%；弃权2,978,9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18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153,213,2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3291%；反对18,319,0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 0.5771%；弃权2,97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938%。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预计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与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所属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同意4,387,102,58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50%；反对

214,9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49%；弃权4,0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174,292,1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31%；反对214,9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0.0068%；弃权4,0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1%。

表决结果：通过。

有关股东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持有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100%的股

份）、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其持有的11,616,913,474股股份不计入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2）与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同意14,791,205,67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85%；反对

214,9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15%；弃权 4,0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174,292,1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31%；反对214,9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0.0068%；弃权4,0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1%。

表决结果：通过。

有关股东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其持有的1,212,810,389股股份不计入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3）与其他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同意13,805,261,73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84%；反对

214,9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16%；弃权4,0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75,537,8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776%；反对214,9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0.0220%；弃权4,0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 0.0004� %。

表决结果：通过。

其他关联方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法人或

其他组织（公司及控股公司除外）。 有关股东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光大集

团股份公司、上海汽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其持有的2,198,754,328股股份不计入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8.《关于与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证券与金融产品、交易及服务框架协议的议

案》

表决情况：同意4,384,047,28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254%；反对3,

270,2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745%；弃权4,0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171,236,8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969%；反对3,270,2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0.1030%；弃权4,0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1� %。

表决结果：通过。

有关股东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持有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100%的股

份）、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其持有的11,616,913,474股股份不计入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9.《关于为宏源恒利（上海）实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6,004,010,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86%；反对

224,42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14%；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174,286,2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29%；反对224,4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0.0071%；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二）累积投票议案

10.《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应选举非独立董事3名，以累积投票制选举，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应选人数。 其中：

（1）葛蓉蓉女士

表决情况： 得票数15,954,568,568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97�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得票数3,124,844,705� �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4355%。

（2）任晓涛先生

表决情况： 得票数 15,954,285,665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79�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得票数3,124,561,802� � � �票，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4265%。

（3）杨文清先生

表决情况： 得票数15,954,285,065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79�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得票数3,124,561,202� � � �票，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4265%。

按照候选人得票情况，选举葛蓉蓉女士、任晓涛先生、杨文清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颐合中鸿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夏军、孙亚玲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员资格、出席列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股东大会决议；

（二）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3月21日

证券代码：

603083

证券简称：剑桥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9-016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份减持

●本次权益变动未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剑桥科技” ）于2019年3月21日收到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以下简称“IPO” ）前股东宁波安丰和众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安丰和

众” ） 告知， 安丰和众于2019年3月20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46,1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4%。 具体减持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安丰和众 集中竞价交易 2019年3月20日 32.09 46,100 0.04%

本次权益变动后， 安丰和众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6,438,997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减持前所持股份

数（股）

减持后所持股份

数（股）

减持后所持股份占总

股本比例

1 安丰和众 无限售流通股 3,288,319 3,242,219 2.52%

2

宁波安丰领先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无限售流通股 642,278 642,278 0.50%

3

杭州安丰宸元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限售流通股 2,554,500 2,554,500 1.98%

合计 6,485,097 6,438,997 5.00%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控股股东仍为Cambridge�

Industries� Company� Limited，实际控制人仍为Gerald� G� Wong先生。本次权益变动情况详见公司同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3月22日

关于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新增华泰期货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华

泰期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期货” ）签订的代销协议，本公司决定自2019年3月22日起通过华泰期

货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公募基金，欢迎广大投资者申购。 具体公告如下：

一、代销机构情况

公司名称： 华泰期货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61号丽丰大厦20层、29层04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6011号NEO（A座）35楼

法定代表人：吴祖芳

联系人：徐志雅

联系电话：0755-23887936

二、本次新增华泰期货为代销机构的基金包括：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004333 金鹰元盛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LOF）E类份额

002513 金鹰元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210005 金鹰主题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211 金鹰周期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265 金鹰民丰回报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三、投资者可在华泰期货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基金转换、基金定投等业务，相关规则遵

照代销机构的有关规定以及上述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

四、特别提示

金鹰民丰回报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仍处于封闭期，暂不开放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

资等业务，开放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的时间另行公告。

五、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

（1）华泰期货

客服电话：400-628-0888

公司网址：www.htfc.com

（2）本公司

客服电话：400-6135-888

公司网址：www.gefund.com.cn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基金的过往业绩

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基金定投并不等于零存整取，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也不能保证

投资人获得收益。投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

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

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

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

金产品。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3月22日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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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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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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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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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8年度本公司按中国企业会计准

则编制的合并财务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407,314,716.31元。

经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审计，2018年度本公司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合并财务报

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410,925,962.37元。

本公司拟订的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2019年2月15日首次公开A股发行后的总

股本为基数， 向2018年度现金股利派发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公司A股股东和H股股

东派发现金股利，每10股分配现金股利人民币0.45元（含税），共派发股利人民币8775万

元，本公司结余的未分配利润结转入下一年度。 2018年度本公司不进行送红股和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 本公司派发的现金股利以人民币计值和宣布，以人民币向A股股东支付，以港

币向H股股东支付。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福莱特 601865

H股 香港联交所

福莱特玻璃（Flat�

Glass）

06865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阮泽云 吴余淦

办公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运河路1999号

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运河路1999

号

电话 0573-82793013 0573-82793013

电子信箱 flat@flatgroup.com.cn flat@flatgroup.com.cn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公司是目前国内领先的玻璃制造企业，主营业务为光伏玻璃、浮法玻

璃、工程玻璃和家居玻璃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及玻璃用石英矿的开采、销售和EPC光伏电

站工程建设，其中，光伏玻璃是公司最主要的产品，相关产品定位的具体情况如下图所示：

近 三 年 公 司 主 要 业 务 产 品 的 收 入 明 细 如 下 表 所 示 ：

单位：万元

类型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光伏玻璃 209,622.31 202,704.52 214,715.71

家居玻璃 33,311.04 32,165.90 27,319.65

工程玻璃 39,554.23 29,704.87 19,734.87

浮法玻璃 15,682.53 29,527.78 30,252.57

采矿产品 5,810.06 3,348.08 2,680.39

EPC光伏电站 423.36

合计 303,980.17 297,451.14 295,126.54

（二）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产品的主要原材料和燃料为纯碱、石英砂和石油类燃料、天然气、电等，其中光伏

玻璃和浮法玻璃深加工产品的原料为相关玻璃原片。 本公司与主要原材料、燃料供应商建

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本着“以产定购和战略储备相结合” 的原则，根据客户订单及生

产经营计划采用持续分批量的形式向供应商采购。

公司建立了完善的供应商管理制度并严格按照制度对供应商实施管理，公司选定合格

供应商后，与其签订采购合同。 石油类燃料的采购价格参照市场价格，根据安全库存及原油

价格波动，确定采购时机和采购量；天然气采购价格依据当地物价部门公布的气价确定；石

英砂价格一般采用年度定价， 若存在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况则会与供应商签订价格调整协

议，并根据库存原料情况适当调整采购计划；纯碱的采购价格根据主要纯碱供应商每月公

布的地区统一价格确定，并根据库存原料情况适当调整采购计划。

公司利用 ERP�系统对原材料采购进行有效管理。采购合同需经采购中心、生产、品管、

财务评审确认后，方可进行采购。

2、生产模式

公司的光伏玻璃、家居玻璃、工程玻璃产品主要按照销售订单安排生产。

在玻璃原片的生产方面，由于其具有全年连续不间断的特点，在生产过程中，公司根据

销售计划安排产品生产，根据客户要求规格进行在线连续切割生产。 在订单不足时段，公司

采用大尺寸玻璃原片备库和长期优质客户常用规格玻璃深加工产品备库相结合的方式，为

长期优质客户预备半成品库存，并根据客户订单要求，安排深加工生产。

3、销售模式

公司产品在全球范围内均有销售，其中内销销售收入高于出口销售收入。 报告期各期，

根据下游客户是否为产品最终用户，公司将销售方式分为直接销售和贸易商销售，本公司

不存在授权经销业务模式，但存在贸易商客户。 本公司销售以向最终用户直销为主，贸易商

客户为辅，两类模式均为买断式销售。

公司主要通过根据行业排名上门寻找潜在客户并主动联系、经行业相关人员推介产品

等方式与新客户达成初始接洽；而潜在客户也会通过公司网站、产品宣传网站、专业杂志和

国内外展览会等方式，与公司展开联系。

（1）光伏玻璃

光伏玻璃产品内销均为直销客户，外销亦以直销客户为主。 光伏玻璃外销中的贸易商

客户主要集中在日本、台湾地区，主要与两大地区终端客户的性质有关。 日本、台湾地区的

光伏组件生产商出于精益制造、零库存管理的生产要求，需要供应商在其生产场地附近建

立仓库， 一般通过其长期合作的知名贸易商进行原材料采购并满足其生产供应的实时需

求。

（2）浮法玻璃

公司浮法玻璃以直销客户为主，贸易商客户为辅。 贸易商客户的特点为：公司浮法玻璃

不接受零售业务，贸易商客户主要为周边地区规模较大的建材批发企业。 报告期各期，公司

与浮法玻璃贸易商客户的交易模式均为买断式销售，结算方式为现款现货，一般无信用期。

公司与浮法玻璃贸易商不存在日常交易活动以外资金往来及财务、资金等资助，交易的优

惠政策主要为在贸易商交易额达到标准后，给予其一定的商业折扣。 实际业务执行过程中，

贸易商主要在收到多笔小额订单后，汇总后向公司不定期采购，自行采购备库情况较少。

（3）家居玻璃

公司家居玻璃产品以外销为主，其中最主要的客户为宜家家居及其OEM制造商，家居

玻璃内销、外销均以直接销售模式为主。

（4）工程玻璃

工程玻璃主要为定制化产品， 客户采购的产品有符合自身工程项目特点的定制化需

求，因此，工程玻璃销售模式以直销为主。 贸易商客户采购的主要为通用性较强的工程“大

板” 产品，工程玻璃贸易商特点与浮法玻璃基本一致。

（三）行业情况

1.光伏玻璃行业基本情况

光伏玻璃作为光伏组件的上游原料，其强度、透光率等直接决定了光伏组件的寿命和

发电效率，是晶硅光伏组件生产的必备材料，因此光伏玻璃行业是光伏行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发展与光伏行业的发展和变化息息相关。

（1）光伏行业概况

在全球气候变暖、人类生存环境恶化、常规能源短缺并造成环境污染的形势下，光伏发

电技术普遍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全球太阳能开发利用规模迅速扩大，技术不断进

步，成本显著降低，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许多国家将太阳能作为重要的新兴产业。

（2）光伏玻璃行业概况

光伏技术发源于欧洲，其行业发展具有全球化的特点，光伏玻璃行业属于光伏行业的

一个分支，国内光伏玻璃行业的发展与国外光伏玻璃行业的发展密不可分。 2006年前由于

光伏玻璃行业的进入门槛较高和市场需求量少，国内光伏玻璃产品尚未实现产业化，当时

的光伏玻璃市场基本由法国圣戈班、英国皮尔金顿（后被板硝子收购）、日本旭硝子、日本

板硝子四家外国公司垄断，国内光伏组件企业完全依赖进口的光伏玻璃进行生产，光伏玻

璃的进口价格高达80元/㎡以上。

2006年前后，随着光伏行业的快速发展，在市场需求和利润进一步扩大的带动下，国内

光伏玻璃行业开始发展，以本公司为代表的玻璃企业进行技术研发和引进，投建光伏玻璃

生产线，实现光伏玻璃国产化。 到2016年前后，国内光伏玻璃行业通过十年左右的时间，从

依赖进口发展到替代进口，旭硝子等国外企业纷纷退出光伏玻璃市场，圣戈班等公司只剩

一些产能较小的窑炉仍在生产。 发展到目前，国内大型玻璃企业开始海外建厂，本公司已计

划在越南扩充生产线。

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光伏玻璃生产国，除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外，我国光伏玻璃出口

量也迅速增长。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统计，2016年1月份我国光伏玻璃出口至日本、美国、欧

洲等国际市场的数量约为12.99万吨，约占光伏玻璃生产总量的三分之一，与去年同比增长

7.74%，如将以光伏组件形式出口的光伏玻璃计算在内，则出口量将远超这个比例。

（3）行业竞争格局和市场化程度

随着多年的发展，光伏行业经历了技术提升、价格波动、政策变动等因素的历练，目前

已经逐渐形成生产区域集中和规模集中的格局，技术开发速度进入平稳期。 在这种背景下，

光伏玻璃生产企业一方面需要继续通过技术开发改进产品的特性， 增强自身产品的竞争

力，另一方面需要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来提高生产效率、摊薄各项费用、降低采购成本，保证

供货及时性，从而提升企业自身的市场竞争力。

因此，从行业整体规模发展的速度、产能利用率、技术发展及成本下降情况来看，一线

龙头企业与二三线企业相比有明显的优势。 随着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国家补贴政策将会逐

渐降低，规模小、品牌知名度差、融资能力差的中小企业将会在未来的发展中与一线龙头企

业的距离越来越远，市场份额将会向规模化光伏玻璃企业进一步集中。

（4）行业内的主要企业及其市场份额

除本公司以外， 全球光伏玻璃行业的主要企业有信义光能、 亚玛顿、 南玻等， 根据

《2016-2017年中国光伏产业年度报告》，信义光能国内及全球市场份额占有率稳居第一，

福莱特是全球第二大光伏玻璃生产商。

2.浮法玻璃及深加工行业

（1）行业概况

深加工玻璃，是以玻璃原片为基材，采用物理方法、化学方法及其组合对玻璃进行再加

工，制成具有新的结构、功能或形态的玻璃制品。 深加工玻璃种类繁多，公司的深加工玻璃

产品主要为对浮法玻璃原片进行深加工，制成家居玻璃和工程玻璃，是深加工玻璃的一个

分支。

家居玻璃和工程玻璃是重要的生活和生产要素，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其中最为常见

的用途是在建筑领域，另外，玻璃也是诸多新兴产业的重要原材料。 近年来，随着建筑、交通

工具制造及各类新兴产业对玻璃性能和多样性的要求不断提高，玻璃的种类不断增加。

家居玻璃具有小批量、多品种、重设计、重工艺的特点，具体有：环保镜、钢化玻璃、磨砂

玻璃、烤漆玻璃、彩釉玻璃等。 随着经济发展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家居、办公、娱乐等场所不

断发展改善，人们对玻璃的安全性、节能性、舒适性、美观性及环保性要求不断提高，消费者

需求的提高推动了家居玻璃的快速发展。

家居玻璃在建筑、家具、卫浴中不再仅仅扮演采光反射、透明遮盖的角色，更能够丰富

家居装修、装饰的美观性、多样性，成为品质生活的必需品。 家居玻璃的花纹、图案、质地，在

家居中可以起到极好的装饰效果，随着多种玻璃工艺的应用，使家居玻璃在美观的基础上，

增加了防爆、节能环保等功能，满足居民不断提高的生活需求。 玻璃家具、玻璃门、玻璃隔

板、玻璃隔断、各类镜子、玻璃卫浴产品已成为家居、商业娱乐、写字楼、办公场所等建筑中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工程玻璃主要应用于建筑门窗、玻璃幕墙等领域，拥有美观、安全、节能等方面的优点，

主要分为安全玻璃、镀膜玻璃、中空节能玻璃等。目前，我国建筑能耗约占社会总能耗的30%

以上，而建筑门窗的能耗约占建筑总能耗的50%。 在建筑中使用节能的门窗玻璃，可以有效

降低建筑物能耗，有效缓解国家能源紧缺状况，符合国家节能减排的发展目标。

镀膜玻璃中的Low-E玻璃是目前国内外公认的节能性能最好的窗用材料，对中远红外

（2.5-25μm）具有80%以上反射比率，既能够在冬天保持室内的热辐射、降低采暖能耗，又

能在夏天阻隔室外的热辐射，降低建筑的制冷能耗。

（2）行业竞争格局和市场化程度

总的来说我国玻璃深加工行业的市场化程度高、竞争充分、集中度低。 我国是全球最大

的玻璃生产基地，玻璃加工企业主要分布于华南、华东、华北等区域，企业数量近万家，而规

模以上企业较少。 中小企业偏多导致了我国玻璃行业存在产品同质化、产品结构失衡等问

题。

近年来，由于我国宏观经济特别是房地产市场的放缓，国内普通浮法玻璃市场经历了

产能过剩和价格下跌，市场的竞争十分激烈，市场化程度较高。

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在高端产品领域我国国内产能明显不足，这一方面归因于前

期我国战略新兴产业总体规模较小、应用不足，用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值占行业总量也

不足10%，国内企业提前布局意愿不强；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高端产品线对资金、技术、设备要

求更高，企业更新换代升级的成本也被推高，这部分市场的竞争压力明显小于普通浮法玻

璃市场。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6,953,549,102.12 5,955,543,059.66 16.76 4,466,626,823.26

营业收入 3,063,802,709.44 2,991,497,043.77 2.42 2,967,520,841.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07,314,716.31 426,526,763.03 -4.50 603,278,528.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70,579,172.93 407,799,972.36 -9.13 575,937,174.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668,653,664.03 3,250,373,372.60 12.87 2,957,648,895.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30,909,251.75 309,041,088.71 39.43 1,047,971,821.34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3 0.24 -4.17 0.3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2 14 减少2个百分点 22

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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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9,653,948.73 782,757,783.37 795,605,301.13 805,785,676.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98,487,897.87 114,397,233.23 76,991,060.29 117,438,524.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94,544,349.91 108,331,918.85 70,850,229.99 96,852,674.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26,449,551.85 40,859,425.57 155,948,479.27 107,651,795.06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不适用

4�股本及股东情况

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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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36,92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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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

限公司

-27,000 449,773,900.00 24.99 0 未知 未知

阮洪良 0 439,358,400 24.41 439,358,400 无

境内自

然人

阮泽云 0 350,532,000 19.47 350,532,000 无

境内自

然人

姜瑾华 0 324,081,600 18.00 324,081,600 无

境内自

然人

郑文荣 0 57,780,000 3.21 57,780,000 无

境内自

然人

祝全明 0 38,520,000 2.14 38,520,000 无

境内自

然人

沈福泉 0 38,520,000 2.14 38,520,000 无

境内自

然人

魏叶忠 0 19,260,000 1.07 19,260,000 无

境内自

然人

陶虹强 0 15,408,000 0.86 15,408,000 无

境内自

然人

韦志明 0 12,840,000 0.71 12,840,000 无

境内自

然人

沈其甫 0 12,840,000 0.71 12,840,000 无

境内自

然人

陶宏珠 0 12,840,000 0.71 12,840,000 无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无

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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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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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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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06,380.2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42%，净利润40,731.47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4.5%，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7,057.92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9.13%。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695,354.9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6.76%，净资

产366,865.3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87%。

2�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不适用

3�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不适用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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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内容详见年度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之附注40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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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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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的公司及合并财务报表已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

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详细情况参见附注(五)“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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