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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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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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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海博

因公请假

孙鸿伟

4

5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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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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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2017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17,789,999.25 元，截止 2017 年年底母公司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271,720,656.87 元。
拟以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元（含税）向全体股东分配，共
派发现金 210,619,017.8 元，母公司剩余未分配利润 61,101,639.07 元结转以后年度。本次拟派
发的现金红利占 2017 年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50.41%。2017 年度不进行送股及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A股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上海证券交易所 太极实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李佳颐
无锡市下甸桥南堍
0510-85419120
tjsy600667@163.com

股票代码
600667

变更前股票简称
S太极

证券事务代表
孙大伟
无锡市下甸桥南堍
0510-85419120
tjsy600667@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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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主营业务
公司目前主营业务包括半导体业务、工程技术服务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业务和涤纶化纤
业务，其中工程技术服务和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两类业务是公司于 2016 年通过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十
一科技后而新增的业务板块，具体如下：半导体业务依托子公司海太半导体和太极半导体开展，
其中海太半导体从事半导体产品的封装、封装测试、模组装配和模组测试等业务；太极半导体从
事半导体产品的封装及测试、模组装配，并提供售后服务。工程技术服务业务集中于子公司十一
科技，经营方式为承接工业与民用工程建设项目的工程咨询、设计、监理、项目管理和工程总承
包业务，主要服务于电子高科技与高端制造，生物医药与保健，市政与路桥，物流与民用建筑，
电力，综合业务等业务领域。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业务集中于子公司十一科技，十一科技依托其在
光伏电站设计和总包领域建立起来的品牌、技术优势，于 2014 年开始逐步形成光伏电站的投资和
运营业务。涤纶化纤业务集中于子公司江苏太极，主要从事涤纶工业长丝、涤纶帘子布和帆布的
研究、开发、生产及销售，其中涤纶帘子布和帆布是涤纶工业长丝的后道加工产品。
二、公司经营模式
1、半导体业务半导体生产流程由晶圆制造、IC 设计、芯片制造、芯片封装和封装后测试组成。
制作工序上分为前工序和后工序两个阶段，前工序是指在晶圆上形成器件的工艺过程；后工序是
指将晶圆上的器件分离并进行封装和测试的过程。公司半导体业务即是为 DRAM 和 NAND Flash 等
集成电路产品提供封装、封装测试、模组装配和模组测试等后工序服务。半导体封装测试行业的
经营模式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 IDM 模式，即由国际 IDM 公司（IDM 公司指从事集成电路设计、
芯片制造、封装测试及产品销售全产业链的垂直整合型公司）设立全资或控股的封装厂，作为公
司的一个生产环节；另一类是专业代工模式，专业的集成电路封装企业独立对外经营，接受集成
电路芯片设计或制造企业的订单，为其提供专业的封装服务。公司控股子公司太极半导体属于上
述第二类专业代工的运营模式，控股子公司海太半导体的经营模式则与上述两类经营模式皆不同。
根据海太半导体与 SK 海力士签订的《第二期后工序服务合同》
，自 2015 年 7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海太将以“全部成本+固定收益（总投资额的 10%）”的盈利模式为 SK 海力士及其关联公
司提供半导体后工序服务。合同同时约定了海太半导体有权开发非 memory 领域新客户；对于
memory 领域客户的开发，需得到 SK 海力士的事先同意。半导体业务经营模式具体如下：A 采购：
海太半导体及太极半导体在经认证的供应商间通过招标方式最终决定采购价格。两公司通过定期
与供应商进行议价调整采购价格，但也有部分产品（如金线）的价格随市场行情产生波动。公司

采用订单方式签订采购合同，通常锁定 1 年价格，根据实际情况可在年终进行议价。太极半导体
通过与海太共享采购资源，借鉴采购模式，导入海太半导体现有供应商，来降低采购成本。B 生
产：海太半导体按照《第二期后工序服务合同》的约定主要采取订单式生产。太极半导体采取市
场化订单式生产模式。C 销售：海太半导体后工序服务产品全部销往 SK 海力士，产量即销量。太
极半导体市场化经营，独立挖掘国内外优质客户资源。
2、工程技术服务业务工程技术服务业务集中于子公司十一科技，经营方式为承接工业与民用
工程建设项目的工程咨询、设计、监理、项目管理和工程总承包业务，主要服务于电子高科技与
高端制造，生物医药与保健，市政与路桥，物流与民用建筑，电力，综合业务等业务领域。具体
而言：
（1）项目承揽十一科技的工程技术服务客户主要来源于四类：①十一科技在工程领域服务
数十年，与长期服务的客户建立了良好互信合作基础，在既有项目合作的基础上，客户将后续项
目直接委托或意向委托给十一科技；②十一科技依托遍布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广泛搜集项目信
息，主动推荐，争取市场机会；③十一科技在业内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信誉度，通过客户相互之
间的推荐，或客户自主了解、联系，获得项目机会；④通过政府、业主、招标代理公司公开招标
方式，经过投标、方案比选获得项目机会。（2）工程总承包业务模式工程总承包业务由工程项目
部作为总承包项目管理的基本形式，实行项目经理责任制。同时设置设计、施工、采购、控制、
安全等岗位，负责项目全过程的现场管理，涵盖了招标、施工管理、进度管理、试运行（开车）
、
质量监督、检验、费用控制、安全环境等各环节，确保项目正常施工开展及验收。（3）工程设计
业务模式十一科技的设计业务的流程主要分为项目方案设计、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三个阶段。
十一科技通过在设计输入、设计评审、设计验证、设计输出和设计确认等环节上的把控，保证设
计质量。设计输入阶段，由总设计师负责协调组织，各专业设计人员进行设计输入资料的验证评
审及记录；设计评审阶段，由设计评审会议或小组讨论方式，对项目初步设计、施工图阶段重点
方案、重大调整进行评审，对设计结果是否满足质量要求作过程检查，形成优化方案；设计验证
阶段，对设计文件、图纸按规定逐级校审，以消除差错，确认设计输出满足设计输入的要求；设
计输出阶段，方案设计、初步设计输出为设计说明和图纸，施工图设计输出为施工图纸、设计说
明书（含施工安装说明）
、设备材料表和计算书等文件组成；设计确认阶段，将成品发放给客户，
由客户或主管部门对设计进行确认，并对反馈意见进行相应修改及更正。（4）工程咨询业务模式
在顾客对十一科技进行书面或口头方式进行工程咨询服务委托后，由相关业务部门负责接洽，签
订服务合同，并按照相关程序进行产品要求的确定和评审，咨询项目的组织、技术接口及输入输
出控制类似工程设计的设计作业控制。（5）采购模式十一科技针对工程设计、工程咨询、工程总

包的供方/分包方的评价、选择和采购产品进行控制。由合同执行单位、总设计师/项目经理、主
管领导分别对签订合同、验证及批准进行负责，同时通过建立合格供方/分包方名单，对供方/分
包方的选择、评价实施动态管理。十一科技确定供方/分包方一般根据所需外包工作项目性质、工
程规模、复杂程度等，直接委托或招标选择合格供方/分包方；总承包项目按照《设备、材料采购
控制程序》
、
《施工项目分包控制程序》的规定，并遵照《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
投标管理规定》，通过邀请招标或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设备、材料采购/施工、安装项目分包的
合格供方/分包方。
（6）结算模式十一科技设计合同及设计费用的结算一般进度为：签署设计合同
支付 20%，初步设计支付至 50%，施工图完成后支付至 90%-95%，5%-10%尾款在工地服务、项目
验收合格后付清。结算节点及金额比例可能根据与客户协商情况有所调整。总承包合同一般进度
约定为：发包人签署合同的一定时间内，支付合同一定比例的工程预付款；承包人按照工程量报
告，监理工程师核验工程量后，由发包人向承包人支付工程进度款；在竣工验收后，支付部分尾
款；留少量尾款作为质量保修金，在质量保修期届满时支付。
3、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业务公司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业务集中于子公司十一科技开展，经营模式
如下：
（1）运营模式十一科技电站运营的下游客户为各地电力公司，通过十一科技下属电站项目
公司与地方电力公司签订《购售电协议》、
《并网协议》、
《并网调度协议》
，可以获得脱硫标杆电价
的电费收入。光伏电站电费收入由脱硫标杆电价及补贴电价构成。光伏电站标杆上网电价高出当
地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含脱硫等环保电价）的部分，通过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予以补贴。
（2）
投资模式十一科技电站投资的下游客户是指潜在的市场收购方，十一科技通过出售自持的光伏电
站获取利润，至今公司尚未出售过任何电站。
4、涤纶化纤业务公司涤纶化纤业务集中于子公司江苏太极，主要产品为工业丝、帘子布和帆
布。其中，涤纶工业长丝为产业用纺织品行业的重要原料，可以加工成为轮胎帘子布、输送带帆
布、土工织物、灯箱广告布、吊装带、三角带硬线绳、过滤材料、防护服、篷盖布、屋顶材料、
充气材料、阳光面料及绳索等产业用纺织品，其最终应用领域广泛覆盖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
基础设施、环保、建筑、防护、汽车制造等诸多方面；帘子布是轮胎外胎的骨架材料，涤纶帘子
布主要应用于子午轮胎；帆布主要应用于输送带，并最终广泛应用于矿业、护坝、冶金等行业。
公司经营模式如下：
（1）采购：公司建立了畅通的采购渠道，从国内知名大型企业直接采购，并
由供应商负责送货。该种采购模式既降低了采购成本，又保障了原材料的品质、价格和及时供应。
公司严格按照《合格供应方管理程序》选定供应商，确保能够供应品质可靠、符合行业标准的原
材料。另外，公司通过制定和执行《采购控制程序》等，在原材料的采购数量上，坚持以销定产，

以产定需，尽量减少原材料库存。（2）生产：公司采用“以销定产、适度库存”的模式来组织涤纶
工业长丝、帘子布、浸胶帆布的生产。公司于每年年底统计当年度销售的情况、预测下一年市场
需求趋势，从而制定下一年度、月度的销售规划。相关部门根据销售规划制定相应的生产计划，
每月的销售计划和生产计划将根据实际开工天数作适当调整。
（3）销售：公司主要采用直销模式，
即“厂对厂”。在货款的结算方面，针对不同产品、不同类别的客户给予不同期限的信用期。此外，
江苏太极也通过太极实业全资子公司太极国贸从事部分外贸业务。
三、行业发展状况与周期性特点
公司目前主营业务包括半导体业务、工程技术服务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业务和涤纶化纤
业务，考虑到几项业务的营收和利润占比情况，重点介绍半导体封装测试行业、高科技工程技术
服务行业和新能源光伏电站行业。
1、行业发展情况
（1）半导体封装测试行业
半导体行业的产业结构高度专业化，按加工流程分为集成电路设计、芯片制造、集成电路封
装测试，公司为国内领先的半导体封装测试企业。根据世界半导体贸易协会（WSTS）统计，受宏
观经济因素、产业趋势与市场需求影响，2017 年全球半导体销售额达到 4122 亿美元，相较 2016
年增加 21.6%。根据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统计，2017 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销售额达到 5411.3 亿元，
同比增长 24.8%。其中，集成电路制造业增速最快，2017 年同比增长 28.5%，销售额达到 1448.1
亿元，封测业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增速 20.8%，销售额为 1889.7 亿元。随着 2014 年《国家集成电
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出台以及《中国制造 2025》
，随后国家大基金的设立以及随之而来的各地
不断设立集成电路基金，不仅进一步完善了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而且解决了产业发展的
资金瓶颈，国内集成电路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根据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的统计，公司
控股子公司海太半导体位列“2016 年国内十大封装测试企业”第七名（2017 年度排名尚未公布）
。
（2）高科技工程技术服务行业
工程技术服务处于建筑行业的前端，提供包括工程咨询、勘察、设计、总承包、监理等内容
的工程技术服务活动。工程技术服务行业与固定资产投资正向关联，国家宏观经济发展速度及投
资对行业影响较大。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由 2012 年 37.5 万亿元增加到 2017 年 64.12 万
亿元。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17 年我国固定资产投
资（不含农户）631684 亿元，增长 7.2%；其中，基础设施投资 140005 亿元，增长 19%。根据住
建部《2016 年全国工程勘察设计统计公报》，2016 年全国工程勘察设计企业营业收入总计 33337.5

亿元，同比增加 23.1%；工程勘察设计企业全年利润总额 1961.3 亿元，同比增加 20.8%；企业净
利润 1617 亿元，同比增加 22.5%。另外，国家产业结构转型调整也引导工程技术服务行业逐步呈
现结构化，传统行业对应的工程建设增速减缓甚至同比下降，而战略新兴行业（如集成电路、新
能源等）的工程建设迎来了发展的高峰期。
（3）新能源光伏电站
随着可持续发展观念不断深入人心，光伏发电全面进入规模化发展阶段，中国、欧洲、美国、
日本等传统光伏发电市场继续保持快速增长。2017 年得益于扶贫项目以及分布式的发展，全国装
机量快速增长。根据国家能源局公布的数据，受上网电价调整等多重因素影响，2017 年光伏发电
市场规模快速扩大，新增装机 5306 万千瓦，其中，光伏电站 3362 万千瓦，同比增加 11%；分布
式光伏 1944 万千瓦，同比增长 3.7 倍。到 12 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 1.3 亿千瓦，其中，
光伏电站 10059 万千瓦，分布式光伏 2966 万千瓦。能源局《太阳能发展十三五规划》指出，到
2020 年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 250GW 左右，在“十二五”基础上每年保持稳定的发展规模。2、
行业周期性从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历史情况来看，集成电路市场具有一定周期性，但近几年来，
随着集成电路应用领域的不断拓展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其与全球经济增长的联动性有所增强，
行业自身的周期性特征逐渐弱化，未来增长率将趋向温和，更多表现出小幅波动的特征。与全球
情况不同，在下游市场需求带动和国家政策支持下，我国集成电路产业一直保持较快增长速度。
随着《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出台以及集成电路基金的设立，进一步完善了政策环境，
解决了资金瓶颈，国内集成电路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工程技术服务业与工程建筑业的
周期相关，而工程建筑业的发展与宏观经济周期的变化息息相关，工程技术服务行业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及国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此外，子公司十一科技工程技术服务集中于
战略新兴行业，如电子高科技（集成电路、液晶显示等）
、新能源、生物制药等，该类细分行业的
发展周期也和国家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新兴产业扶持政策和产业投资等因素成正向关联。光伏电
站的建设受政策影响较大，而政策扶持力度与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及宏观经济环境有很大关联度。
根据能源局《太阳能发展十三五规划》，十三五期间我国光伏发电仍将保持较高增速。四、公司行
业地位在半导体封装测试领域，根据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的统计，控股子公司海太半导体位列
“2016 年国内十大封装测试企业”第七名。在工程技术服务领域，十一科技拥有住建部颁发的《工
程设计综合资质甲级证书》
，可以涵盖全国所有 21 个行业，同时拥有住建部颁发的《房屋建筑工
程施工总承包壹级资质》
。十一科技在电子高科技、新能源、生物制药、高端制造业等细分市场的
设计、EPC 领域具备领先优势。2017 年度，公司获得中国勘察设计协会颁发的南京中电熊猫第六

代彩色滤光片（CF）项目获工程项目管理铜奖、工业和信息化部工程建设管理中心颁发的“909”
工程升级改造——华力微电子建设 12 英寸集成电路芯片生产线项目获电子信息行业电子工程优
秀设计一等奖、乐金显示（中国）有限公司第 8.5 代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项目获电子信息行
业电子工程优秀设计一等奖、厦门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第 5.5 代低温多晶硅（LTPS）TFT-LCD 及彩
色滤光片生产线项目获电子信息行业电子工程优秀设计一等奖等国家以及省部级奖项 31 项。在光
伏电站领域，十一科技被中国光伏行业年度奖评选委员会评选为“2017 中国光伏电站 EPC 总包企
业 20 强”第 3 名以及“2017 中国光伏电站企业 20 强（综合类）”第 12 名等奖项（注：数据来源 PVP365
光伏电站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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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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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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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15,491,353,444.27
9,616,175,275.12

本年比
上年
增减(%)
8.72
25.14

13,394,360,219.46
7,146,753,422.98

5,626,258,584.53
4,395,640,376.56

417,789,999.25

232,520,805.98

79.68

115,257,771.43

23,572,314.86

391,304,072.68

87,315,546.16

348.15

-9,984,940.91

-9,984,940.91

6,169,699,837.35

3,895,933,370.13

58.36

3,219,669,436.95

1,625,538,334.93

819,649,787.19

513,034,455.28

59.77

985,810,216.96

799,703,007.28

0.20

0.14

42.86

0.08

0.02

0.20

0.14

42.86

0.08

0.02

7.11

6.79

增加
0.32个
百分点

4.54

1.48

2017年

2016年

16,842,543,370.59
12,033,819,448.73

调整后

调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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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9,126,593.22

3,106,315,494.13

2,998,946,978.07

3,729,430,383.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2,132,249.58

124,775,534.76

130,026,693.87

120,855,521.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39,246,199.08

123,513,667.74

110,902,188.46

117,642,017.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36,578,144.91

-158,931,030.37

387,414,878.18

827,744,084.29

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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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32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0,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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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无锡产业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无锡市太极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太极
实业·十一科技员
工持股计划
无锡创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193,975,903

100,401,606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股
份
状
态

数量

股
东
性
质

760,094,836

36.09

369,444,706

无

国
有
法
人

193,975,903

9.21

193,975,903

无

其
他

无

国
有
法

100,401,606

4.77

100,401,606

人
无锡市建设发展投
资有限公司

80,321,285

无锡市金融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苏州国际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80,321,285

75,552,941

40,160,642

赵振元

40,160,642

30,588,235

3.81

3.59

1.91

1.45

80,321,285

75,552,941

40,160,642

30,588,235

无

国
有
法
人

质
押

国
有
法
人

75,552,941

无

国
有
法
人

无

境
内
自
然
人

无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成都成达工程有限
公司

24,470,588

1.1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20,490,145

0.97

未
知

其
他

李承志

11,559,099

0.55

未
知

未
知

24,470,58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在本公司知情范围内不存在
关联关系,也不构成相关法规规定的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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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
称

2013 年
公司债
券（第
一期）

简称

13 太极
01

代码

122306

发行日

2014-6-9

到期日

2019-6-8

债券余额

250,000,000

利率

6.25

还本付
息方式

交易场
所

每年付
息 一
次，到
期一次
还本，
最后一
期利息
随本金
的兑付

上海证
券交易
所

一起支
付。

2013 年
公司债
券（第
二期）

13 太极
02

122347

2014-12-3

2019-12-2

86,727,000

5.25

每年付
息 一
次，到
期一次
还本，
最后一
期利息
随本金
的兑付
一起支
付。

上海证
券交易
所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不适用
1、2017 年 6 月 2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了《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2017 年付息公告》。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9 日支付完毕本期债券自 2016 年 6 月 9 日至 2017 年 6 月 8 日期间的利息。
2、2017 年 11 月 28 日，
公司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了《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2017 年付息公告》。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4 日支付完毕本期债券自 2016 年 12 月 3 日至 2017 年 12 月 2 日期间的利息。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根据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24 日出具的跟踪评级报告（东方金诚债
跟踪评字[2017]087 号）
，经东方金诚评级委员会审定，维持太极实业主体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
望为稳定；同时维持“13 太极 01”及“13 太极 02”信用等级为 AA+。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资产负债率（%）

56.73

2016 年
67.80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366

0.2941

24.46

4.44

3.35

32.80

利息保障倍数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7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6.32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营业收入 1,203,381.94 万元，同比增长 25.14%，其中，半导体业务完
成营业收入 380,847.58 万元，占公司年度营业收入的 31.65%；工程总包业务完成营业收入
547,364.31 万元，占公司年度营业收入的 45.49 %；设计和咨询业务完成营业收入 174,959.55
万元，占公司年度营业收入的 14.54 %；光伏发电业务完成营业收入 25,119.47 万元，占公司年
度营业收入的 2.09 %；
化纤板块业务完成营业收入 68,352.85 万元，占公司年度营业收入的 5.68 %；
完成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779 万元，同比增长 79.68%。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
司资产总额 1,684,254.34 万元，同比增长 8.7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616,969.98 万元，
同比增长 5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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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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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合并报表范围如下：

简称

子
公
注册资本
司
(人民币元)
名
称

实缴资本
(人民币元)

江苏太极实业新材料有限公司

江苏太极

600,500,000.00

600,500,000.00

海太半导体（无锡）有限公司

无锡海太

17,500 万美元

17,500 万美元

太极半导体（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半导体

1,500 万美元

1,500 万美元

太极微电子（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微电子

1,600 万美元

1,600 万美元

太极贸易

5,000,000.00

5,000,000.00

无锡太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子
公
注册资本
司
(人民币元)
名
称

实缴资本
(人民币元)

545,297,876.00

545,297,876.00

65,000,000.00

35,000,000.00

75 万林吉特

75 万林吉特

10,000,000.00

3,000,000.00

四川华凯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5,000,000.00

5,000,000.00

内蒙古新元能源有限公司

2,000,000.00

1,000,000.00

卓资县新元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1,000,000.00

1,000,000.00

杭锦旗新元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1,000,000.00

1,000,000.00

锡林浩特市新元太阳能发电有限公
司

1,000,000.00

1,000,000.00

察哈尔右翼后旗红牧新元太阳能发
电有限公司

1,000,000.00

1,000,000.00

昌吉州复盛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

10,000,000.00

2,020,000.00

玛纳斯县利拓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

10,000,000.00

2,000,000.00

肇源新元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20,000,000.00

--

象山兴元新能源有限公司

50,000,000.00

50,000,000.00

巩义兴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0.00

1,000,000.00

乌兰察布市新元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0,000.00

1,000,000.00

60,000,000.00

21,893,405.58

50,000,000.00

--

无锡十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000.00

75,000,000.00

无锡十一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300,000,000.00

300,000,000.00

山东惠元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00,000.00

10,000,000.00

曲阜惠元新能源有限公司

8,000,000.00

8,000,000.00

北京惠元新能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8,000,000.00

8,000,000.00

10,000,000.00

10,000,000.00

8,000,000.00

--

3,000,000.00

3,000,000.00

镇江华元新能源有限公司

8,000,000.00

--

海南惠元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00,000.00

2,200,000.00

简称

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
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十一科技

四川爱德中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DRI INTERNATIONAL SDN. BHD.
江苏华信新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乌拉特前旗协合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协合光伏

勐腊县迪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惠元越野车新能源技术开发有
限公司
北京惠元惠民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润博园林景观工程有限
公司

润博园林

简称

海南华元新能源有限公司

子
公
注册资本
司
(人民币元)
名
称

实缴资本
(人民币元)

8,000,000.00

2,100,000.00

10,000,000.00

--

8,000,000.00

--

10,000,000.00

--

无锡十一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0.00

--

巩义市盛元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00,000.00

9,000,000.00

天津市十一兴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10,000,000.00

--

天津十一中际兴元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8,000,000.00

--

阜平中民十一新能源有限公司

2,000,000.00

--

顺平县惠元新能源有限公司

8,000,000.00

--

10,000,000.00

--

兰州华元新能源有限公司

8,000,000.00

--

郴州惠元新能源有限公司

8,000,000.00

--

辽宁全福冠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90,000,000.00

--

凌源全福冠能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00.00

--

云南招宝绿光新能源有限公司

50,000,000.00

--

黑河招宝绿光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00,000.00

--

连云港众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0.00

--

扬州惠元新能源有限公司

8,000,000.00

--

CHEDRI CONSTRUCTION PLC

4,600,000.00 比尔

4,600,000.00 比尔

十一科技巴基斯坦有限公司

USD1,000,000.00

--

江苏兴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象山惠元智慧能源有限公司
江苏十一蓝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甘肃惠元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十一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HKD 10,000.00
报告期内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增减情况参见本附注六“合并范围的变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