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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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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瑾 

电话 010-80803016-8080/3016 010-80803016-8080/3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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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末) 

2011 年(末) 本年(末)

比上年

(末)增减

（%） 

2010 年(末)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4,464,703,435.62 4,545,547,644.68 4,545,547,644.68 -1.78 1,707,369,016.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3,637,432,835.64 3,690,515,051.24 3,690,515,051.24 -1.44 822,668,095.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62,547,843.61 -103,276,976.36 -103,276,976.36 不适用 351,564,975.04 

营业收入 568,533,024.68 1,775,402,299.91 1,775,402,299.91 -67.98 1,138,730,864.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75,883,325.20 454,133,840.39 454,133,840.39 -83.29 337,662,699.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5,747,331.48 434,455,290.32 434,455,290.32 -87.17 341,054,421.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2.07 27.47 27.47 

减少

25.40 个

百分点 

45.02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9 0.59 1.18 -84.75 0.9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9 0.59 1.18 -84.75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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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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1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

易日末股东总数 
3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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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丽芬 
境内自然

人 
7.61 65,424,000 65,424,000  

 

PRAX CAPITAL FUND II 

HOLDING (HK) LIMITED 
境外法人 4.83 41,524,258 0  

 

苏州国润创业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31 19,855,99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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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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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冻结 8,000,000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 
未知 0.20 1,716,004 0  

 

冯焕平 
境内自然

人 
0.16 1,413,160 1,413,160  

 

范朝杰 
境内自然

人 
0.16 1,413,160 1,413,160  

 

肖朝华 
境内自然

人 
0.15 1,28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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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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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光伏市场仍然持续不景气的态势，国内光伏行业产能相对过剩；美国、欧

盟等光伏安装大国纷纷申请对中国光伏产品进行“双反”调查；欧洲大幅削减补贴；日本、印

度等新兴市场也排挤中国产品。公司的主营业务受到了上述因素的影响，主要产品多晶硅铸锭

炉和单晶硅生长炉的市场需求下降，销量出现大幅下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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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减开支、费用，以节省成本；带领员

工努力拼搏，提高售后服务水平，加快新产品研发进度，积极拓展产品领域，强化内控体系建

设，提高管理水平，使公司上下一心，共同面对市场变化，坚定信心打持久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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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8,533,024.68  1,775,402,299.91  -67.98  

营业成本 418,145,823.03  1,044,181,407.43  -59.95  

销售费用 10,496,542.31  22,617,371.47  -53.59  

管理费用 98,134,484.12  136,849,081.79  -28.29  

财务费用 -41,247,037.88  -6,199,986.64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2,547,843.61  -103,276,976.36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70,390,027.77  -347,383,574.16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6,474,346.04  2,426,489,492.15  -109.75  

研发支出 42,711,359.40  75,449,719.88  -4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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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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8,533,024.68 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67.98%,其中，光伏设备

业务收入 258,379,487.44 元，同比减少 79.85%；硅片业务收入 117,053,549.04 元，同比减少

60.61%。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变化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占我国光伏产品绝大多数出口市场的欧

美国家纷纷对中国产光伏产品发起“双反”调查，欧洲大幅削减光伏补贴，从而导致国内光伏

业陷入危机，国内下游光伏企业扩产与更新设备的意愿不强，甚至有部分光伏企业停产、半停

产，最终使公司主要产品多晶硅铸锭炉和单晶硅生长炉的市场需求下降，销量出现大幅下滑；

另一方面由于硅片价格持续下降，导致公司晶体硅生长与晶片业务收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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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8,533,024.68 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67.98%，主要原因是受

行业的影响，本公司的设备销售收入及硅片销售收入比上年大幅减少。 

 

1.2.3 订单分析 

公司与中卫市银阳新能源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2 年 6 月 8 日、2012 年 9 月 7 日和 2012 年 11

月 4 日签订了《设备采购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JYT/XS/20120608003、JYT/XS/20120907001

和 JYT/XS/20121024001），合同数量分别为 25 台、25 台和 50 台多晶铸锭炉，合同总金额共计

28,000 万元。2012 年，上述合同已执行 75 台，剩余 25 台在 2013 年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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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7,474,959.92 元，占公司年度总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8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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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 原材料 118,939,200.38 95.60 555,559,561.04 94.17 -7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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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 2,807,005.80 2.26 6,943,578.98 1.18 -59.57 

制造费用 2,665,438.72 2.14 27,423,279.36 4.65 -90.28 

小计 124,411,644.90 100.00 589,926,419.38 100.00 -78.91 

硅棒 

原材料 4,395,576.21 77.98    

人工 134,210.76 2.38    

制造费用 1,107,178.02 19.64    

小计 5,636,964.99 100.00    

硅片 

原材料 66,254,981.63 46.45 200,909,657.10 69.43 -67.02 

人工 6,770,513.90 4.75 5,293,968.09 1.83 27.89 

制造费用 69,603,894.98 48.80 83,154,835.76 28.74 -16.30 

小计 142,629,390.51 100.00 289,358,460.96 100.00 -50.71 

 合计 272,678,000.40  879,284,880.34  -68.99 

 

1.3.2 主要供应商情况 

   公司向前 5 名供应商采购额金额合计为 178,034,458.00 元，占年度采购总额的比例为

48.67%。 

 

1.4 费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销售费用  10,496,542.31  22,617,371.47  -12,120,829.16  -53.59 

管理费用  98,134,484.12  136,849,081.79  -38,714,597.67  -28.29 

财务费用  -41,247,037.88  -6,199,986.64  -35,047,051.24   

所得税费用  10,171,632.27  79,164,846.14  -68,993,213.87  -87.15 

（1）销售费用本期金额比上期金额减少 53.59%，主要原因是本期业务规模下降所致； 

（2）财务费用本期金额比上期金额减少 35,047,051.24 元，主要原因是募集资金定存利息收入

减少； 

（3）所得税费用本期金额比上期金额减少 87.15%，主要原因是本期税前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

相应的应纳税所得额减少，按税法及相关规定计算当期所得税减少。 

 

1.5 研发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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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研发支出情况表 

单位：元 

本期费用化研发支出 42,711,359.40 

研发支出合计 42,711,359.40 

研发支出总额占净资产比例（%） 1.17 

研发支出总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7.51 

 

1.5.2 情况说明 

    为了保证公司主要产品在市场上的领先优势，公司不断加强新产品研发和现有产品的技术

改进与升级换代，不断推出性价比更高的单晶硅生长炉和多晶铸锭炉，单晶硅长晶尺寸逐渐发

展到 6 英寸、6.5 英寸、8 英寸。目前，公司已经成功研制出长晶尺寸达到 12 英寸的大尺寸单

晶炉，并进入工艺完善阶段。公司研制的区熔单晶硅生长炉已成功拉制出 6 英寸区熔单晶硅棒，

并进入产业化阶段。公司自主研发的多晶硅铸锭炉，打破了国外公司垄断，成为率先实现多晶

硅铸锭炉产业化推广的国内企业之一。 

    2012 年研发支出总额为 42,711,359.40 元，占本年度净资产的比例为 1.17%，占本年度营业

收入的 7.51%。 

 

1.6 现金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2,547,843.61 -103,276,976.36 465,824,819.9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70,390,027.77 -347,383,574.16 -523,006,453.6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6,474,346.04 2,426,489,492.15 -2,662,963,838.19 -109.75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金额比上期金额增加了 465,824,819.97 元，主要原因是

本期收回到期的应收账款，同时由于本期销售收入比上期减少，导致采购商品支付的金额比上

期大幅减少。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金额比上期金额减少了 523,006,453.61 元，主要原因是

本期增加委托贷款以及宿舍楼、3#厂房等固定资产的支出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金额比上期金额减少了 109.75%，主要原因是上期收到

募集资金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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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其它 

1.7.1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未发生重大变动。 

 

1.7.2 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较好地完成了前期制定的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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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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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379,487.44 124,411,644.90 51.85 -79.85 -78.91 
减少 2.13 个百

分点 

硅棒 6,051,617.10 5,636,965.00 6.85    

硅片 117,053,549.04 142,629,390.51 -21.85 -60.61 -50.71 
减少 24.47 个百

分点 

说明：公司受光伏行业的影响，本年度硅片销售收入比上年大幅减少，同时销售价格比上期大

幅度降低，导致本期硅片毛利率比上期减少 24.47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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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地区  -100.00 

西北地区 230,181,629.86  

华南地区  -100.00 

华东地区 145,564,512.90 -90.14 

华北地区 5,615,140.47 -72.78 

海外地区 123,370.35 -9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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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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8,174,400.75 36.47 2,295,880,200.80 50.51 -29.08 

应收票据 15,550,000.00 0.35 101,571,750.96 2.23 -84.69 

应收款项 391,123,503.17 8.76 677,731,652.14 14.91 -42.29 

预付款项 430,975,180.86 9.65 99,381,899.38 2.19 333.66 

其他应收款 62,175,581.24 1.39 13,902,490.93 0.31 347.23 

存货 383,502,180.36 8.59 388,431,870.69 8.55 -1.27 

长期股权投资 153,174,226.36 3.43 146,955,900.45 3.23 4.23 

固定资产 721,248,957.53 16.15 620,540,382.87 13.65 16.23 

在建工程 86,329,991.86 1.93 61,724,766.53 1.36 39.86 

递延所得税资产 26,858,252.42 0.60 20,447,072.13 0.45 31.36 

短期借款 83,990,863.76 1.88    

应付票据 157,852,335.00 3.54 82,515,000.00 1.82 91.30 

预收款项 327,574,212.34 7.34 238,248,928.49 5.24 37.49 

应付职工薪酬 2,721,521.88 0.06 6,032,488.19 0.13 -54.89 

应缴税费 -58,657,713.81 -1.31 -40,475,541.88 -0.89 44.92 

其他应付款 263,514.02 0.01 149,219.39 0.00 76.60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责 
50,000,000.00 1.12 200,000,000.00 4.40 -75.00 

长期借款 50,000,000.00 1.12 100,000,000.00 2.20 -50.00 

长期应付款   42,951,397.25 0.94 -100.00 

专项应付款 3,600,000.00 0.08    

股本 859,770,272.00 19.26 429,885,136.00 9.46 100.00 

（1）货币资金：主要原因是本期募集资金项目投入及对外委托贷款。 

（2）应收票据：主要原因是前期应收票据陆续到期，而本期销售收入下降，收到客户新的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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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同时，将部分以前收到的票据背书转让给供应商支付货款。 

（3）应收款项：主要原因是收入减少，到期款项逐渐回收。 

（4）预付款项：主要原因是增加了预付工程款。 

（5）其他应收款：主要原因是新增仲裁和诉讼案件缴纳的诉讼保证金及预付账款转到其他应收

款等。 

（6）在建工程：主要原因是增加了对宿舍楼及硅晶材料产业园项目（一期）3#厂房的投入。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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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应付票据：主要原因是本期开出票据支付货款。 

（9）预收款项：主要原因是预收客户的货款。 

（10）应付职工薪酬：主要原因是本期工资费用减少及工资发放方式变化所致。 

（11）应缴税费：主要原因是本期销售减少，相应的销项税减少，未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增加

所致。 

（12）其他应付款：金额较小，期末欠付费用。 

（13）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责：主要原因是上期借款本期到期偿还所致。 

（14）长期借款：主要原因是将在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重分类为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5）长期应付款：主要原因是融资租赁合同提前执行完毕，结清了应付租金。 

（16）股本：主要原因是实施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4、核心竞争力分析 

4.1 行业地位优势 

    根据中国电子专用设备工业协会的统计，2009 年、2010 年本公司的利税总额在 71 个主要

的电子专用设备会员单位中均处于首位，销售收入在太阳能材料制造设备会员单位中居于龙头

地位。本公司自 2003 年研发成功并对外销售单晶硅生长炉起至今，在国内单晶硅生长炉市场累

计保有率一直保持第一。2008 年，本公司新推出的多晶硅铸锭炉已成功量产，并在世界范围内

率先实现单次 800 公斤的投料量 ，目前投料量已达到 1200 公斤。在国内多晶硅铸锭炉市场保

有率仅次于美国 GT 公司，居于国内厂商之首。 

4.2 研发优势 

    技术研发上的优势是公司得以持续保持行业领先地位的重要原因。2003 年，本公司自主研

发出 5 英寸单晶硅生长炉，技术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此后，本公司坚持产品的升级换代，

不断推出性价比更高的单晶硅炉，长晶尺寸逐渐发展到 6 英寸、6.5 英寸、8 英寸。目前，公司

已经成功研制出长晶尺寸达到 12 英寸的大尺寸单晶硅炉，并进入工艺完善阶段。公司早在 2005

年就开始 4 英寸区熔单晶硅炉的研制工作，2012 年 7 月，公司成功使用国产设备拉制出合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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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熔单晶硅棒，目前正在进行 8 英寸区熔单晶硅棒的技术攻关。2008 年，本公司自主研发出多

晶硅铸锭炉，打破国外公司垄断，目前装料量已经达到 1200 公斤，成为率先实现多晶硅铸锭炉

产业化推广的国内企业之一。  

4.3 产品制造优势 

    单晶硅生长炉、多晶硅铸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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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国内外同业公司基本采取机械构件外协加工方式，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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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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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人才优势  

    人才是企业立足的根本，这是公司自成立以来就坚持的长远战略。近年来，公司不断重视

人才引进，截止目前，公司已形成了拥有 4 名博士、10 名硕士以及其他一些高技术人才的人才

队伍。更吸引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博士黎志欣先生等业界知名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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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000,000.00 

投资额增减变动数 19,000,000.00 

上年同期投资额 469,000,000.00 

投资额增减幅度（%） 4.05% 

  

被投资的公司名称 主要营业活动 
被投资公司

权益比例（%） 
投资金额 

宁夏振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建设；太阳能光伏产品研发、销售 100 315,000,000.00 

北京天能运通晶体技术有

限公司 

许可经营项目：生产硅晶体材料。一般经营项目：硅晶体

材料的技术开发；销售硅晶体材料；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代理进出口。 

100 173,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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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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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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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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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期收益 

宁 夏 盛

阳 新 能

源 有 限

公司 

83,040,000.00 8 30 兆瓦光伏并网发电项目 李正、张伟明 否 否 是 否 否 3,340,053.33 

宁 夏 盛

阳 新 能

源 有 限

公司 

83,040,000.00 8 30 兆瓦光伏并网发电项目 李正、张伟明 否 否 是 否 否 3,173,973.33 

宁 夏 盛

阳 新 能

源 有 限

公司 

41,5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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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 有 限

公司 

41,520,000.00 8 购买太阳能电池组件 李正、占远清 否 否 否 否 否 1,125,653.33 

宁 夏 盛

阳 新 能

源 有 限

公司 

25,380,000.00 8 购买太阳能电池组件 李正、占远清 否 否 否 否 否 575,280.00 

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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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5.3.1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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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

年份 
募集方式 募集资金总额 

本年度已使用

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使用募集

资金总额 

尚未使用募集资

金总额 

尚未使用募

集资金用途

及去向 

2011 首次发行 2,520,000,000.00 170,048,002.91 1,079,925,770.53 1,402,512,316.07 
存储于募集

资金专户 

说明：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1311 号文核准，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股）6,000万股，发行价格为 42元/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520,0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06,286,885.14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413,713,114.86

元。以上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并已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利安达验字

[2011]第 1081 号《验资报告》审验。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 1,079,925,770.53 元，募集资金余额为

1,402,512,316.07 元（包含利息收入）。 

 

5.3.2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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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承诺项目

名称 

是

否

变

更

项

目 

募集资金拟投

入金额 

募集资金本年

度投入金额 

募集资金实际

累计投入金额 

是

否

符

合

计

划

进

度 

项目进

度 

预

计

收

益 

产生收

益情况 

是

否

符

合

预

计

收

益 

未达到计划进度和收

益说明 

变更原因及募集资金变更程序说

明 

硅晶材料

产业园项

目（一期） 

是 104,300.00 17,004.80 43,063.89 否 54.64%  -928.98 

不

适

用 

1、由于 2012 年光伏行

业持续低迷，产品价格

下跌并处于低位运行，

导致公司面临着一定

的经营压力，为保证公

司资产安全与持续、稳

定、健康地发展，公司

主动放缓了募投项目

的建设进度，以维护公

司及投资者利益。2、

对原募投项目 3#厂房

年产 400 台多晶硅铸锭

炉建设内容变更如下：

使用原建设内容尚未

投入的金额 11,094.00

万元外加使用超募资

金 14,300.00 万元在原

募投项目 3#厂房投资

建设年产 150 吨区熔单

晶硅棒项目。 

从 2011 年下半年以来，光伏行业

景气度下降，硅片、组件等光伏

产品价格持续下跌并处于低位运

行，行业内大部分企业盈利能力

下滑甚至出现亏损，下游企业投

资意愿逐渐减弱，导致多晶硅铸

锭炉市场需求萎缩，整个行业陷

入低迷态势。公司本着谨慎客观

的原则，从保证募集资金的安全

性与提高使用效率的角度出发，

对原建设内容进行变更，并使用

超募资金投资新建设内容。公司

于 2012 年 8 月 15 日召开的第二

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募投项目部分内容和

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同意

对原募投项目 3#厂房年产 400 台

多晶硅铸锭炉建设内容进行变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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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变更投资项目资金总额 104,300.00 

变更后的项目名

称 

对应的原

承诺项目 

变更项目拟

投入金额 

本年度投入

金额 

累计实际

投入金额 

是否符合

计划进度 

变更项

目的预

计收益 

产

生

收

益

情

况 

项

目

进

度 

是

否

符

合

预

计

收

益 

未达

到计

划进

度和

收益

说明 

年产 150 吨区熔

单晶硅棒项目 

年产 400

台多晶硅

铸锭炉建

设项目 

28,983.00 16,949.91 17,058.07 是 注 1 

不

适

用 

--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注 1：新建设内容达产后，将形成年产 150 吨区熔单晶硅棒的生产能力，根据测算，如果

全部销售，对应的销售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为 53,160 万元（不含税）和 9,541 万元。 

说明：从 2011 年下半年以来，光伏行业景气度下降，硅片、组件等光伏产品价格持续下跌

并处于低位运行，行业内大部分企业盈利能力下滑甚至出现亏损，下游企业投资意愿逐渐减

弱，导致多晶硅铸锭炉市场需求萎缩，整个行业陷入低迷态势。公司本着谨慎客观的原则，

从保证募集资金的安全性与提高使用效率的角度出发，对原建设内容进行变更，并使用超募

资金投资新建设内容。 

    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15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投项

目部分内容和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同意对原募投项目 3#厂房年产 400 台多晶硅铸锭

炉建设内容进行变更。该建设内容已投入金额 3,589.00 万元，主要用于厂房基础建设；尚未

投入金额 11,094.00 万元全部进行变更，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4.60%。公司使用原建设内容尚

未投入的金额 11,094.00 万元外加使用超募资金 14,300.00 万元在原募投项目 3#厂房投资建

设年产 150 吨区熔单晶硅棒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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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范围 

主要产品

或服务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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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振阳新能

源有限公司 
100 

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建设；

太阳能光伏产品研发、销售 

太阳能光

伏发电 
315,000,000.00 449,473,255.63 314,767,854.63 -232,145.37 

北京京运通硅

材料设备有限

公司 

100 

许可经营项目：生产、销售

单晶、多晶硅片、硅材料设

备；一般经营项目：销售单

晶、多晶硅片、硅材料设备；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代理进出口；机电设备技术

开发。 

硅片生产

销售 
160,000,000.00 313,774,099.41 114,450,125.38 -12,163,820.30 

北京天能运通

晶体技术有限

公司 

100 

许可经营项目：生产硅晶体

材料。一般经营项目：硅晶

体材料的技术开发；销售硅

晶体材料；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硅棒、硅锭

生产销售 
500,000,000.00 862,458,163.35 629,350,787.14 -16,964,074.88 

无锡荣能半导

体材料有限公

司 

65 

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

营项目：开发、生产半导体

元器件专用材料。 

硅片生产

销售 
668 .00 万美元 547,719,660.65 29,173,619.38 -5,693,85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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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能光

伏电站 
300,000,000.00 316,382,399.50 312,600,461.96 12,690,461.05 

5.4.2 本报告期取得子公司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设立全资子公司宁夏振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主要从事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建设；太阳能光伏产品研发、销售；该子公司主要用来进行投

资建设 100MW 光伏并网电站项目。 

5.4.3 主要子公司或参股公司的经营业绩出现大幅波动的原因分析 

    本期天能运通销售收入比上期下降了 81.79%，硅材料公司销售收入比上期下降了

91.55%，无锡荣能销售收入比上期下降了 28.40%，主要原因是公司所属的子公司，本期受

到光伏行业低迷、产品价格下降的影响，导致本期销售收入比上期大幅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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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75,556.29 45,166,232.27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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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董事会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1、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 

1.1 行业竞争格局 

1.1.1 单晶硅生长炉的行业竞争格局 

    在目前的太阳能光伏设备领域，国产单晶硅生长炉已经占据了绝对的市场优势。目前我

国单晶硅生长炉厂商竞争比较激烈，各家技术水平总体差异不大，各有优劣势，其中市场份

额高、拥有客户资源、技术领先的企业竞争优势相对明显。未来，在产品创新、售后服务、

提供全面解决方案等方面表现出色的厂商更有机会在竞争中获得成功。 

    单晶硅生长炉的国产化率达到 95%以上。国内主要供应商除本公司以外，还有浙江晶

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西安理工晶体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汉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江苏华盛

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等。 

    2012 年度，由于光伏行业的持续低迷，一些规模较小、没有技术优势的单晶硅生长炉

厂商陷入财务危机，基本已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未来，随着光伏设备行业的发展，行业

集中度将进一步提高。 

1.1.2 多晶硅铸锭炉的行业竞争格局 

    2008 年，包括本公司在内的几家公司已经率先实现多晶硅铸锭炉的国产化并迅速占领

市场。目前国产多晶硅铸锭炉的主要技术指标，如装料量、转换效率等已经达到、甚至超过

国际先进水平。我国多晶铸锭市场正处于快速增长阶段，国内厂商面临着非常好的发展机遇，

但由于其他厂商纷纷进入此领域，市场竞争将日益激烈。国内多晶硅铸锭炉供应商除本公司

以外，主要还有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晶盛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汉虹精

密机械有限公司等。 

1.1.3 硅片行业的竞争格局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硅片生产基地，规模较大的硅棒、硅锭和硅片企业基本都聚集在中国。 

我国硅棒、硅锭、硅片生产企业数量众多，行业集中度低，硅棒、硅锭生产企业同时生产硅

片的状况已经成为主流趋势。涉及硅棒、硅锭、硅片生产的国内企业主要有：江西赛维 LDK 

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昱辉阳光能源有限公司、英利绿

色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常州天合光能有限公司、阳光能源控股有限公司、阿特斯光伏电力（洛

阳）有限公司等。 

    硅片行业具有一定的规模效应特征，达到适度规模可有助于公司降低经营成本。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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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打造光伏设备制造业务为主、晶体硅生长和晶片业务为辅的互补发展式产业格局。 

    2012 年度，由于硅片价格持续下跌，硅片全行业陷入亏损，公司硅片业务也出现亏损。 

1.2 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从我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路径看，发展太阳能光伏产业是我国保障能源供应、建设

低碳社会、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方向。未来，我国光伏产业将继

续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同时面临着大好机遇和严峻挑战。 

1.2.1 我国光伏产业面临广阔发展空间 

    世界常规能源供应短缺危机日益严重，化石能源的大量开发利用已成为造成自然环境污

染和人类生存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寻找新兴能源已成为世界热点问题。在各种新能源

中，太阳能光伏发电具有无污染、可持续、总量大、分布广、应用形式多样等优点，受到世

界各国的高度重视。我国光伏产业在制造水平、产业体系、技术研发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发展

基础，国内外市场前景总体看好，只要抓住发展机遇，加快转型升级，后期必将迎来更加广

阔的发展空间。 

1.2.2 光伏产业、政策及市场亟待加强互动 

    从全球来看，光伏发电在价格上具备市场竞争力尚需一段时间，太阳能电池需求的近期

成长动力主要来自于各国政府对光伏产业的政策扶持和价格补贴；市场的持续增长也将推动

产业规模扩大和产品成本下降，进而促进光伏产业的健康发展。目前国内支持光伏应用的政

策体系和促进光伏发电持续发展的长效互动机制正在建立过程中，太阳能电池产品多数出口

海外市场，产业发展受金融危机和海外市场变化影响很大，对外部市场的依存度过高，不利

于持续健康发展。随着国内政策进一步完善落实，这种依存度将逐步降低。 

1.2.3 面临国际经济动荡和贸易保护的严峻挑战 

    近年来全球经济发展存在动荡形势，一些国家的新能源政策出现调整，相关补贴纷纷下

调，对我国光伏产业发展有较大影响。同时，欧美等国已发生多起针对我国光伏产业的贸易

纠纷，类似纠纷今后仍将出现，主要原因有：一是我国太阳能电池成本优势明显，对国外产

品造成压力；二是国内光伏市场尚未大规模启动，产品主要外销，可能引发倾销疑虑；三是

我国相关标准体系尚不完善，存在产品质量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  

1.2.4 新工艺、新技术快速演进，国际竞争不断加剧 

    全球光伏产业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晶体硅电池转换效率年均增长一个百分点；薄膜电池

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纳米材料电池等新兴技术发展迅速；太阳能电池生产和测试设备不断升

级。而国内光伏产业在很多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国际竞争压力不断升级：多晶硅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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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晶硅电池生产用高档设备仍需进口，薄膜电池工艺及装备水平明显

落后。 

1.2.5 市场应用不断拓展，降低成本仍是产业主题 

    太阳能光伏市场应用将呈现宽领域、多样化的趋势，适应各种需求的光伏产品将不断问

世，除了大型并网光伏电站外，与建筑相结合的光伏发电系统、小型光伏系统、离网光伏系

统等也将快速兴起。太阳能电池及光伏系统的成本持续下降并逼近常规发电成本，仍将是光

伏产业发展的主题，从硅料到组件以及配套部件等均将面临快速降价的市场压力，太阳能电

池将不断向高效率、低成本方向发展。 

 

2、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将继续坚持以先进装备制造业务为重点发展的主营业务，包括单晶硅生长炉、多晶

硅铸锭炉、区熔单晶硅炉和大尺寸单晶硅炉等；适时调整晶体硅生长和晶片业务规模，保证

市场的相对竞争力；发展区熔单晶硅片业务；着力发展光伏发电业务。到 2015 年，企业核

心竞争力得到显著提高，继续保持同行业领先地位；形成光伏设备、光伏产品、半导体设备、

半导体材料、产品代加工和光伏发电业务综合发展的产业布局。最终发展成为以先进装备制

造业务为核心、硅材料制造与光伏发电为一体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同时，公司将与时俱进，依托已有的管理咨询项目的优异成果，不断完善和提高管理水

平，加强绩效考核与绩效激励，提高精细化管理与运作水平。 

 

3、经营计划 

3.1 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计划 

     坚持以光伏和半导体设备等先进装备为主、晶体硅生长和晶片业务为辅的业务模式不动

摇，不断提升产品性能和品质，按计划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保证各建设项目的顺

利投产。同时，增加区熔单晶硅炉和区熔单晶硅片业务，通过新增投资建设区熔单晶硅片的

产业化项目，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通过光伏电站的建设，进入光伏发电领域，为社会提供

清洁的电力能源。凭借管理者良好的嗅觉，适时兼并收购其他企业，扩大业务领域范围。 

3.2 自主创新与科研开发计划 

    规划期内，公司将加大研发投入，重点支持新产品的研究与开发，研发经费开设专户进

行存储；通过内部培养、校园招聘、社会招聘以及国外引进等方式，增强公司技术中心的团

队建设，并且保证专业结构分布合理，研发人员中硕士以上学历达到 50%以上；通过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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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使公司的企业技术中心成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规划期内，公司技术研发中心将形

成近百人的核心研发团队的规模，通过人才培养与团队建设，将形成具备 8-10 名博士学历、

15-20 名硕士学历，以及工程师及高级工程师的技术研发队伍；通过研发团队建设和研究成

果，争取成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使研发团队具备每年同时进行 2-3 个研发品种，推

出 1-2 项成熟产品的能力；建立起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与预警体系，规划期内，通过职

务发明创造，逐步建立起具有专利费等知识产权收入的业务结构。 

3.3 国际化经营计划 

    凭借公司综合实力，依托公司自身资源，并借助国内外投行等中介机构的力量，发掘新

的投资项目与并购目标，充分调查研究、分析判断，由董事会作出科学决策，争取抓住机遇，

在美国和欧洲等光伏及半导体应用市场发达的地区，投资新设或并购重组 2-3 个项目。 

 

4、 因维持当前业务并完成在建投资项目公司所需的资金需求 

公司已利用自有资金和部分募集资金建设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

司将严格控制费用支出，加快资金周转，保持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状态。 

5、可能面对的风险 

5.1 宏观经济和行业波动的风险 

    受宏观经济不景气以及美欧双反、行业产能过剩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公司的生产经营也

受到了不利影响。面对宏观经济不景气和行业的持续低迷，公司管理层时刻关注国内外宏观

经济形势，及时掌握最新的政策动向，适时调节安排生产，同时苦练内功，加强精细化管理，

全面提升公司管理水平。一方面，公司立足于太阳能光伏行业的发展，通过不断提高光伏行

业产品的技术性能占领市场，继续加快国家"02 专项"区熔单晶硅炉项目的研发进程，争取

项目能够早日投产；同时继续拓宽产业链，在宁夏投资建设光伏电站项目。另一方面，不断

加大新产品的研发力度，凭借自身的技术优势，积极开发其他领域的产品，如区熔炉和大尺

寸单晶炉（配超导磁场）等，分别用于集成电路和半导体行业，通过拓宽经营领域降低行业

风险。 

5.2 市场竞争风险 

    公司作为国内最大的光伏设备研发与制造于一体的企业之一，经过多年发展已经积累了

丰富的产品研发、制造、营销等经验，在国内单晶硅生长炉、多晶硅铸锭炉市场一直保持着

领先优势。随着太阳能光伏产业的持续低迷，现有光伏设备企业纷纷通过各种方式抢占客户，

光伏市场的竞争将更加激励。面对上述市场竞争风险，公司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凭借公司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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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行业时间早、市场口碑好、能够同时生产单晶炉和多晶炉以满足客户的多种需要、拥有自

己的实践基地以供客户培训等多方面竞争优势，充分发挥公司的技术先进性，不断加强新产

品研发和现有产品的技术改进与升级换代，为客户提供性价更高的产品，同时不断完善售后

服务体系，及时响应客户需求；创新营销方法、改进营销模式、拓宽营销渠道，在保持现有

客户资源稳定的同时，积极开拓国内外新市场。 

 

（三）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1、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不适用 

 

 2、董事会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或核算方法变更的原因和影响的分析说明 

√ 不适用 

 

3、董事会对重要前期差错更正的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 不适用 

 

（四）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1、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执行或调整情况 

    2012 年 8 月 18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北京京运通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并提交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新修

改的《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 

（一）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基本原则 

1、公司充分考虑对投资者的回报，每年按当年实现的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规定比例向股东

分配股利； 

2、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兼顾公司的长远利益、全体股东的整体

利益及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3、公司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 

（二）公司利润分配具体政策 

1、利润分配的形式 

    公司采用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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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进行中期利润分配。 

2、公司进行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和比例 

    除未来十二个月内有重大投资计划或者重大现金支出等特殊情况外，公司在当年盈利且

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的情况下，应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

于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的 10%。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

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 

    重大投资计划或者重大现金支出是指根据本章程第一百一十条规定需经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的投资计划或现金支出。 

3、公司发放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 

    公司在经营情况良好，并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发放股票

股利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整体利益时，可以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的条件下，提出股票股利分

配预案。 

（三）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审议程序 

    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由董事会秘书拟定后提交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董事会就利润

分配方案的合理性进行充分讨论，形成专项决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审议利润分配方案时，

公司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公司因前述规定的特殊情况而不进行现金分红时，董事会就不进行现金分红的具体原

因、公司留存收益的确切用途及预计投资收益等事项进行专项说明，经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后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在公司指定媒体上予以披露。 

（四）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变更 

    如遇到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或者公司外部经营环境变化并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

重大影响，或公司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时，公司可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公司调

整利润分配政策应由董事会做出专题论述，详细论证调整理由，形成书面论证报告并经独立

董事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审议利润分配政策变更事项时，公司为股东提供网

络投票方式。 

    公司 2012 年度的利润分配方案严格执行了以上分红政策。 

 

2、报告期内盈利且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正，但未提出现金红利分配预案的，公司应当详细

披露原因以及未分配利润的用途和使用计划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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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近三年（含报告期）的利润分配方案或预案、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或预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红年度 
每 10 股送

红股数（股） 

每 10 股派息

数(元)（含税） 

每 10 股转

增数（股） 

现金分红的数

额（含税） 

分红年度合并报表

中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占合并报表中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的比率(%) 

2012 年 0 0.3 0 25,793,108.16 75,883,325.20 33.99 

2011 年 0 3 10 128,965,540.80 454,133,840.39 28.40 

2010 年 0 4 0 147,954,054.40 337,662,699.62 4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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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度新设

投资全资子公司宁夏振阳新能源有限公司，本期新增合并子公司宁夏振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