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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一）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

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二）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京运通 股票代码 601908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文慧 马丽言 

电话 010-80803979 010-80803979 

传真 010-80803016-8298 010-80803016-8298 

电子信箱 ir@jytcorp.com ir@jytcorp.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3 年(末) 2012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1 年(末) 

总资产 4,529,979,579.85 4,464,703,435.62 1.46 4,545,547,644.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3,668,549,198.20 3,637,432,835.64 0.86 3,690,515,051.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95,414,984.39 362,547,843.61 -126.32 -103,276,976.36 

营业收入 465,867,125.82 568,533,024.68 -18.06 1,775,402,299.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6,909,470.72 75,883,325.20 -25.00 454,133,840.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87,448,329.30 55,747,331.48 -256.87 434,455,290.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56 2.07 

减少 0.51 个百分

点 
27.4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9 -22.22 0.5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9 -22.22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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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股东总数 30,42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

易日末股东总数 
29,49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北京京运通达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6.76 574,011,904 574,011,904 无 

  

韩丽芬 境内自然人 7.61 65,424,000 65,424,000 无 
  

北京乾元盛创业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0 10,304,852 0 无 

  

江西赛维 LDK 太阳

能高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3 8,000,000 8,000,000 质押 8,000,000 

 

交通银行－普天收

益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6 6,500,000 0 无 

  

陈坚强  境内自然人 0.38 3,237,254 0 无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

四组合 
其他 0.23 2,000,000 0 无 

  

范朝杰 境内自然人 0.16 1,413,160 1,413,160 无 
  

冯焕平 境内自然人 0.16 1,413,160 1,413,160 无 
  

金宇 境内自然人 0.12 995,395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股东范朝杰为北京京运通达投资有限公司之股东范朝霞（实际

控制人之一）的弟弟； 

2、股东冯焕平为北京京运通达投资有限公司之股东冯焕培（实际

控制人之一）的哥哥； 

3、股东韩丽芬与范朝杰为夫妻关系。 

除此之外，其他各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

行动人。 

 

（三） 以方框图描述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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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  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国内光伏行业尤其是光伏设备行业仍然处于低谷，随着中欧贸易争端的和解，

给光伏行业带来些许暖意，加之多种利好政策的支持，部分光伏企业已有触底反弹趋势，但

传导到光伏设备行业的过程相对迟缓，公司光伏设备业务短期内仍难有较明显起色。 

 在这种不容乐观的环境下，公司上下积极应对、充分备战。公司管理层积极采取应对措

施，一方面进军环保行业，收购一家专业从事催化剂研发、生产、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山

东天璨，其产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填补了国内外工业烟气无毒脱硝催化剂技术的空白，技

术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另一方面，响应国家政策，积极投资光伏电站项目。公司收购的

宁夏盛阳 30MW 光伏电站项目于 2013 年 7 月并网发电，对报告期的业绩做出了贡献；公司

投资建设的宁夏振阳 100MW 光伏电站项目于 2013 年 12 月底并网发电，未能对报告期的业

绩作出贡献，但该部分业务未来将保障公司持续稳定的现金流。而公司年产 150 吨区熔单晶

硅棒项目处于试生产阶段，其与目前太阳能行业普遍应用的直拉单晶硅相比，生长速率高，

耗电量低，转化效率高。同时，区熔单晶硅作为光电子及信息产业的基础材料被广泛应用于

计算机芯片（IC）、高功率器件（IGBT）等产品，涉及航天、电子、微电子、新能源等各个

领域，具有非常广阔的产业前景。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65,867,125.82 元，同比下降 18.06%；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909,470.72 元，同比下降 25.00%；实现基本每股收益 0.07 元，同比下

降 22.22%。 

1、主营业务分析 

1.1 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465,867,125.82  568,533,024.68  -18.06 

营业成本 387,407,155.05  418,145,823.03  -7.35 

销售费用 14,497,286.44  10,496,542.31  38.11 

管理费用 128,258,951.05  98,134,484.12  30.70 

财务费用 -18,873,458.78  -41,247,037.88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5,414,984.39  362,547,843.61  -126.3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40,190,257.12  -870,390,027.77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6,437,842.72  -236,474,346.04  -- 

研发支出 63,217,965.30  42,711,359.40  4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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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收入 

1.2.1 驱动业务收入变化的因素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65,867,125.82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18.06%，光伏设备

业务收入 134,700,854.78 元，同比减少 47.87%。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受行

业的影响，本公司的设备销售收入比上年减少。 

 

1.2.2 以实物销售为主的公司产品收入影响因素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65,867,125.82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18.06%，主要原因

是受行业影响，本公司的设备销售收入比上年减少。 

 

1.2.3 新产品及新服务的影响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进军环保领域，收购了一家专业从事脱硝催化剂研发、生产、销售的

高新技术企业——山东天璨，其主要产品脱硝催化剂于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8,220,290.33

元，占公司营业总收入的 1.76%。 

     报告期内，公司开始投资具有收益稳定优势的光伏电站，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拥有的光

伏电站累计装机容量达 130MW。该项投资可有效缓解光伏产品价格波动对光伏企业盈利能

力带来的不利影响，对未来公司提高盈利能力以及保持盈利的稳定性起到重要作用。公司光

伏发电业务于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19,929,059.84 元，占公司营业总收入的 4.28%。 

 

1.2.4 主要销售客户的情况 

公司前五名客户销售金额合计为 356,748,994.16 元，占公司年度总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76.58%。 

 

1.3 成本 

1.3.1 成本分析表 

单位：元 

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成本构成项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总

成本比例

(%)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期

占总成本

比例(%) 

本期金额

较上年同

期变动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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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原材料 58,188,412.64 96.78 118,939,200.38 95.60 -51.08 

人工 1,322,790.15 2.20 2,807,005.80 2.26 -52.88 

制造费用 615,622.35 1.02 2,665,438.72 2.14 -76.90 

小计 60,126,825.14 100.00 124,411,644.90 100.00 -51.67 

硅棒 

原材料 10,774,443.74 72.41 4,395,576.21 77.98 145.12 

人工 356,261.27 2.39 134,210.77 2.38 165.45 

制造费用 3,749,335.55 25.20 1,107,178.02 19.64 238.64 

小计 14,880,040.56 100.00 5,636,965.00 100.00 163.97 

硅片 

原材料 113,452,238.29 44.30 66,254,981.63 46.45 71.24 

人工 13,284,805.42 5.19 6,770,513.90 4.75 96.22 

制造费用 129,366,717.33 50.51 69,603,894.98 48.80 85.86 

小计 256,103,761.04 100.00 142,629,390.51 100.00 79.56 

电力 

折旧 5,682,406.66 94.38 
   

人工 146,909.78 2.44 
   

制造费用 191,319.36 3.18 
   

小计 6,020,635.80 100.00 
   

脱硝催

化剂 

原材料 4,916,435.01 66.00 
   

人工 675,458.64 9.07 
   

制造费用 1,857,462.36 24.93 
   

小计 7,449,356.01 100.00 
   

 
合计 344,580,618.55 

 
272,678,000.41 

 
26.37 

 

1.3.2 主要供应商情况 

     公司向前5名供应商采购额合计为471,302,430.86元，占年度采购总额的比例为71.42%。 

 

1.4 费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销售费用  14,497,286.44  10,496,542.31  4,000,744.13 38.11 

管理费用  128,258,951.05  98,134,484.12  30,124,466.93 30.70 

财务费用  -18,873,458.78  -41,247,037.88  22,373,579.10 -- 

所得税费用  16,238,390.10  10,171,632.27  6,066,757.83 59.64 

 （1）销售费用本期金额比上期金额增加 38.11%，主要原因是北京天能运通晶体技术有

限公司与无锡荣能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销售规模增加，导致运输费等增加所致； 

 （2）管理费用本期金额比上期金额增加 30.70%，主要原因是新增合并宁夏盛阳新能源

有限公司和山东天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及无锡荣能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增加研发费用及

其他管理费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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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财务费用本期金额比上期金额增加 22,373,579.10 元，主要原因是本期增加借款利

息支出； 

 （4）所得税费用本期金额比上期金额增加 59.64%，主要原因是预计 2013 年度子公司

无锡荣能所得税税率由 12.5%变更为 25%，于 2012 年度子公司无锡荣能确认递延所得税资

产的税率由 12.5%变更为 25%，形成 2012 年度确认递延所得税费较少。 

 

1.5 研发支出 

1.5.1 研发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本期费用化研发支出 63,217,965.30 

研发支出合计 63,217,965.30 

研发支出总额占净资产比例（%） 1.72 

研发支出总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13.57 

 

1.5.2 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研发支出较上年增加了 48.01%，主要是报告期内收购了山东天璨，其研发费

用纳入合并范围内，另外无锡荣能本报告期内的研发支出有所增加。 

 

1.6 现金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5,414,984.39 362,547,843.61 -457,962,828.00 -126.3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40,190,257.12 -870,390,027.77 30,199,770.65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6,437,842.72 -236,474,346.04 130,036,503.32  --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金额比上期金额减少 126.32% ，主要原因是本

期销售收入降低导致回款减少所致 。  

 （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金额比上期金额增加 130,036,503.32 元 ，主要

原因是取得银行借款比上期增加所致。     

 

2、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2.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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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设备 134,700,854.78 60,126,825.14 55.36 -47.87 -51.67 
增加 3.51

个百分点 

硅棒 12,929,795.99 14,880,040.56 -15.08 113.66 163.97 
减少 21.93

个百分点 

硅片 254,913,620.32 256,103,761.04 -0.47 117.78 79.56 
增加 21.38

个百分点 

电力 19,929,059.84 6,020,635.80 69.79 
   

脱硝催

化剂 
8,220,290.33 7,449,356.01 9.38 

   

 受光伏行业上年第四季度回暖影响，公司硅棒和硅片产品的销售大幅增加，同时成本也

相应增加。 

2.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西北地区 158,123,485.95 -31.30 

华中地区 2,810,256.41 
 

华东地区 259,998,190.33 78.61 

华北地区 9,761,688.57 73.85 

 

3、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3.1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表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占总

资产的比例（%）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本期期末金

额较上期期

末变动比例

（%） 

货币资金 567,039,657.05 12.52 1,628,174,400.75 36.47 -65.17 

应收票据 50,207,200.72 1.11 15,550,000.00 0.35 222.88 

应收款项 247,558,550.50 5.46 391,123,503.17 8.76 -36.71 

预付款项 56,994,844.53 1.26 430,975,180.86 9.65 -86.78 

其他应收款 35,898,398.52 0.79 62,175,581.24 1.39 -42.26 

其他流动资产 743,812,202.24 16.42 443,199,616.47 9.93 67.83 

固定资产 1,885,952,515.34 41.63 721,248,957.53 16.15 161.48 

在建工程 13,489,990.40 0.30 86,329,991.86 1.93 -84.37 

无形资产 162,589,722.75 3.59 102,716,107.83 2.30 5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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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誉 119,813,723.34 2.64 
   

递延所得税资产 35,324,701.52 0.78 26,858,252.42 0.60 31.52 

短期借款 216,558,647.40 4.78 83,990,863.76 1.88 157.84 

应付票据 92,159,568.00 2.03 157,852,335.00 3.54 -41.62 

应付账款 107,378,459.83 2.37 177,865,839.04 3.98 -39.63 

预收款项 84,445,451.45 1.86 327,574,212.34 7.34 -74.22 

应缴税费 6,352,463.73 0.14 -58,657,713.81 -1.31 -110.83 

应付利息 608,375.01 0.01 192,798.42 
 

215.55 

其他应付款 91,732,519.49 2.03 263,514.02 0.01 34,711.25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70,000,000.00 1.55 50,000,000.00 1.12 40.00 

长期借款 140,000,000.00 3.09 50,000,000.00 1.12 180.00 

专项应付款 1,080,000.00 0.02 3,600,000.00 0.08 -70.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5,560,998.77 0.12 2,951,315.52 0.07 88.42 

其他非流动负债 35,452,251.70 0.78 18,705,147.03 0.42 89.53 

少数股东权益 6,885,365.03 0.15 10,210,766.78 0.23 -32.57 

（1）货币资金：主要原因是本期货币资金用于对外投资设立公司以及募集资金项目投入和

理财产品的购买。 

（2）应收票据：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客户票据结算增加。 

（3）应收款项：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入减少，而应收款逐渐收回所致。 

（4）预付款项：主要原因是上期末预付工程款，本期工程投入，转入在建工程和固定资产。 

（5）其他应收款：主要原因是上年末支付的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24,000,000.00 元诉讼

保全保证，本期案件结束，收回保证金。 

（6）其他流动资产：主要原因是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购买了银行理财产品。另待抵扣进

项税重分类到其他流动资产。 

（7）固定资产：主要原因是本期新增子公司宁夏盛阳新能源有限公司、宁夏振阳新能源有

限公司和山东天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固定资产。 

（8）在建工程：主要原因是本公司新厂区一期工程 3#厂房完工转入固定资产。 

（9）无形资产：主要原因是非同一控制下合并山东天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增加无形资产形

成。 

（10）商誉：主要原因为非同一控制下合并山东天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形成商誉。 

（11）递延所得税资产：主要原因是本期坏账准备增加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12）短期借款：主要原因是本公司增加流资借款及香港子公司增加借款。 

（13）应付票据：主要原因是上期开出票据支付工程款，本期陆续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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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应付账款：主要原因是本期销售收入降低，公司减少了原材料采购，导致应付账款减

少且支付前期应付账款。 

（15）预收款项：主要原因是江西赛维 LDK 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和光轩（中国）高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预收账款转入营业外收入以及预收账款本期确认收入所致。 

（16）应缴税费：主要原因是本期末待抵扣增值税重分类为其他流动资产。 

（17）应付利息 ：主要原因是本期借款增加，形成应付利息增加。 

（18）其他应付款：主要原因是本期收购山东天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截止期末股权款

尚未支付完毕。 

（19）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主要原因是长期借款一年内到期转入所致。 

（20）长期借款：主要原因是宁夏盛阳新能源有限公司及山东天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新增长

期借款。 

（21）专项应付款：主要原因是上期收到专项应付管理人员政府补助，本期已陆续支付。 

（22）递延所得税负债 ：主要原因是合并山东天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评估增值确认形成。 

（23）其他非流动负债 ：主要原因是合并山东天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而增加。 

（24）少数股东权益 ：主要原因是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无锡荣能经营亏损。 

 

4、 核心竞争力分析 

4.1 丰富完善且具有竞争力的产品结构 

     公司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能够同时大规模生产多晶硅铸锭炉、单晶硅生长炉和区熔单晶

硅炉等光伏和半导体设备的厂家，能够有效满足市场的需求。公司的这三类产品在性能、质

量、售后服务及市场占有率方面均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4.2 先进的机加工能力 

     单晶硅生长炉、多晶硅铸锭炉、区熔单晶硅炉都是融合多学科的大型精密真空设备，生

产过程复杂，需要非常高的机械加工、炉体焊接以及质量检测等方面能力，本公司在产品制

造和工艺积累方面一直保持优势。公司拥有自己的制造基地，积累了成熟的生产技术和精良

的加工工艺，拥有技术水平先进、成熟稳定的机加工技师队伍，这使设备产品的成本控制、

质量稳定性和交货期限等方面都能得到有效保证。目前本公司机械加工、炉体焊接以及质量

检测等方面的技术水平都是国内领先的。 

4.3 区熔单晶硅为公司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 

     区熔单晶硅与目前太阳能行业普遍应用的直拉单晶硅相比，生长速率高，耗电量低，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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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效率高。同时，区熔单晶硅作为光电子及信息产业的基础材料被广泛应用于计算机芯片

（IC）、高功率器件（IGBT）等产品，涉及航天、电子、微电子、新能源等各个领域，具有

非常广阔的产业前景。由于区熔单晶硅生长技术门槛高，全球的区熔单晶硅制造商远较直拉

单晶硅制造商数量少很多。 

     公司是国内大型半导体设备及光伏精密设备制造商之一，是集单晶、多晶硅生长设备及

配套设备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2012 年 6 月，公司承担的“国家 02 专

项--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技术及成套工艺”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取得重大技术进展，研制的

国产大型区熔单晶硅炉连续成功拉制出 6 英寸区熔单晶硅棒，故公司投资约 2.9 亿元建设年

产 150 吨区熔单晶硅棒项目，项目建设有利于以 IGBT 为代表的新型电力电子器件产业的

发展，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利于公司业务的结构性调整，增强盈利能力。 

4.4 光伏发电业务能够保障公司持续稳定的现金流 

     公司收购了宁夏盛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30MW 光伏并网电站项目（以下简称“盛阳项目”）

又投资建设了宁夏振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MW 光伏并网电站项目（以下简称“振阳项目”）。

盛阳项目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迎水桥镇迎闫公路收费站西侧腾格里沙漠边

缘，占地面积 1100 亩，全部为沙漠，总装机容量为 30MW，该项目现已实现并网发电，年

均上网电量约为 4,500 万度，年均发电收入约 4,500 万元左右（含税）；振阳项目位于宁夏回

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迎水桥镇迎闫公路收费站西侧腾格里沙漠边缘，紧邻盛阳 30MW

项目，占地面积 4400 亩，全部为沙漠，总装机容量为 100MWp，该项目现已实现并网发电，

年均上网电量约为 1.5 亿千瓦时，年均发电收入约 1.5 亿元左右（含税）。未来，公司将继续

加大光伏电站项目的建设力度。 

4.5 积极涉足节能环保领域 

     公司于报告期内收购了山东天璨，正式进入节能环保领域，为公司进一步增加业务种类、

增加业务收入创造机会。 

     山东天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12月，位于山东省淄博高新区高科技创业园，

主要致力于大气污染治理，是一家拥有深厚技术积淀的烟气脱硝催化剂研发、设计、制造和

工程实施企业。经多年研究，公司开发出了新型高效环保的烟气脱硝催化剂产品，主要应用

于燃煤电厂、水泥、钢铁、玻璃等生产领域的烟气氮氧化物治理。该产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填补了国内外工业烟气无毒脱硝催化剂技术的空白，技术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新型烟气

脱硝催化剂拥有国家发明专利若干项，同时获得产业化创新发展专项扶持资金、国家支撑计

划等多项政府补助和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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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目前国内外唯一能够生产无毒脱硝催化剂的厂家，已建成年产 12,000 立方米的

催化剂生产线，二期生产线正在建设中，建成后生产规模可达 50,000 立方米，是目前我国

最大的“无毒脱硝催化剂”产业制造基地之一。 

 

5、投资状况分析 

5.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报告期内投资额 381,920,249.95 

投资额增减变动数 -106,079,750.05 

上年同期投资额 488,000,000.00 

投资额增减幅度（%） -21.74 

  

被投资的公司名称 主要业务 占被投资公司权益比例（%） 

宁夏盛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太阳能光伏发电 100 

京运通（香港）有限公司 国际贸易 100 

山东天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环保脱硝催化剂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 
100 

  

5.2 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5.2.1 委托理财情况 

本年度公司无委托理财事项。 

5.2.2 委托贷款情况 

委托贷款项目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借款方名称 
委托贷款金

额 

贷款

期限 

贷

款

利

率 

借款用途 
抵押物或

担保人 

是

否

逾

期 

是否

关联

交易 

是

否

展

期 

是

否

涉

诉 

资金来

源并说

明是否

为募集

资金 

投资盈亏 

宁夏盛阳新能

源有限公司 
83,040,000.00 短期 8 

30 兆瓦光伏并

网发电项目 

李正、 

张伟明 
否 否 是 否 否 3,912,106.67 

宁夏盛阳新能

源有限公司 
83,040,000.00 短期 8 

30 兆瓦光伏并

网发电项目 

李正、 

张伟明 
否 否 是 否 否 3,746,026.67 

宁夏盛阳新能

源有限公司 
41,520,000.00 短期 8 

购买太阳能电

池组件 

李正、 

占远清 
否 否 否 否 否 1,467,040.00 

宁夏盛阳新能 41,520,000.00 短期 8 购买太阳能电 李正、 否 否 否 否 否 1,125,65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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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有限公司 池组件 占远清 

宁夏盛阳新能

源有限公司 
25,380,000.00 短期 8 

购买太阳能电

池组件 

李正、 

占远清 
否 否 否 否 否 575,280.00 

     2013 年 3 月 14 日，宁夏盛阳新能源有限公司向本公司申请将上述委托贷款中的

16,608.00 万元（分为两笔，每笔 8,304.00 万元）期限展期 1 个月，原委托贷款到期日：2013

年 3 月 17 日，展期后的到期日：2013 年 4 月 17 日，委托贷款展期利率仍延用原利率 8%。

该委托贷款及其利息和违约金等由自然人张伟明、李正及中卫市银阳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该事项已经公司于 2013 年 3 月 14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 

     截止 2013 年 4 月 17 日，公司对宁夏盛阳的委托贷款本金及利息已经全部收回。 

 

5.3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已在《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中披露，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5.4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5.4.1 子公司总体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 
主要产品或服务 

注册资本 

（万元）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北京天能运通晶体

技术有限公司 
100 

单晶硅棒、多晶硅锭

的生产和销售 
50,000 755,885,662.45 591,861,654.67 -37,489,132.47 

北京京运通硅材料

设备有限公司 
100 

单晶、多晶硅片的生

产和销售 
16,000 267,445,615.60 110,720,461.52 -978,744.22 

无锡荣能半导体材

料有限公司 
65 

单晶硅棒、多晶硅锭、

单晶、多晶硅片的生

产和销售 

668 万美元 558,921,408.96 19,672,471.53 -9,501,147.85 

海润京运通太阳能

实业投资（太仓）

有限公司 

49 

太阳能电站项目投

资、开发、销售及提

供相关的技术服务 

30,000 348,402,486.12 330，445，415.52 17,844,953.56 

宁夏振阳新能源有

限公司 
100 太阳能光伏发电 31,500 903,354,169.24 314,699,556.47 -68,298.16 

宁夏盛阳新能源有

限公司 
100 太阳能光伏发电 18,500 304,875,069.98 202,383,928.37 17,383,928.37 

京运通（香港）有

限公司 
100 国际贸易 2,000 万港元 69,836,035.98 6,889,752.55 -4,230,497.40 

山东天璨环保科技 100 脱硝催化剂、汽车尾 3,000 229,807,695.94 61,031,118.29 -4,955,15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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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气催化剂及其器件的

研发、生产、销售 

     注：报告期内，公司吸收合并北京京运通硅材料设备有限公司，其数据为截止到清算日

2013 年 6 月 15 日的数据。山东天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为本年非同一控制下合并取得的子公

司，其本年净利润为该公司自购买日至本年年末止期间的净利润。     

5.4.2 本报告期取得子公司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收购了宁夏盛阳新能源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太阳能光伏产品的研发与销

售，光伏发电；公司于香港新设全资子公司京运通（香港）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国际贸易；

公司收购了山东天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脱硝催化剂、汽车尾气催化剂及其器件的

研发、生产、销售。   

       

5.5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项目进度 
本年度投入金

额 

累计实际投入

金额 

项目收益情

况 

硅晶材料产业

园（二期）项目 
700,000,000.00 

服务楼已竣工

并投入使用 
42,829,431.07 87,995,663.34 不适用 

合计 700,000,000.00 / 42,829,431.07 87,995,663.34 / 

    硅晶材料产业园（二期）项目主要建设研发、服务楼，总投资 70,000 万元，建设期五年。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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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已将全部子公司纳入合并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本公司 2013 年度新设

投资全资子公司京运通（香港）有限公司，非同一控制下合并山东天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盛阳新能源有限公司，故本期新增合并子公司京运通（香港）有限公司、山东天璨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宁夏盛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董事长：冯焕培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3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