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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监事会及其监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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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段落的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人/董事会秘书 李文波 

职务 董事会秘书 

电话 0519-81231768 

传真 0519-81230998 

电子邮箱 wb.li@thesixthelement.com.cn 

公司网址 www.thesixthelement.com.cn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经济开发区西太湖大道 9 号，8 号厂房，

邮政编码：213161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档案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末） 上期（末） 
本期（末）比上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217,821,615.54 113,406,179.27 92.0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6,858,948.74 87,836,760.14 89.96%

营业收入 30,924,294.39 37,806,627.90 -18.2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977,811.40 -8,848,497.94 -91.8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9,910,400.47 -14,234,307.51 -39.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646,023.72 -14,104,176.97 -67.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44% -9.54%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0 -8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0 -80.0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股） 

1.61 0.96 67.71%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65,688,349 71.66% 20,540,066 86,228,415 94.07%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10,307,664 11.24% 13,559,236 23,866,900 26.04%

      董事、监事、高管 215,666 0.24% -57,583 158,083 0.17%

      核心员工 - - - -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25,978,316 28.34%

-20,540,06

6
5,438,250 5.93%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18,321,236 19.99%

-13,982,23

6
4,339,000 4.73%

      董事、监事、高管 1,250,000 1.36% -150,750 1,099,250 1.20%

      核心员工 - - - - 

     总股本 91,666,665 - 0 91,666,665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76

 

2.3 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及以上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

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

有限售

股份数

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无锡第六元

素高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23,017,566 - 23,017,566 25.11% 0 23,017,566

2 深圳力合天

使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

业（有 

限合伙） 

11,095,041 -16,000 11,079,041 12.09% 0 11,079,041

3 常州赛富高

新创业投资

中心（有限

8,133,333 - 8,133,333 8.87% 0 8,133,333



合伙） 

4 江苏慧德科

技发展有限

公司 

7,000,000 - 7,000,000 7.64% 0 7,000,000

5 深圳前海盛

世达金投资

企业（有限

合伙） 

0 5,333,000 5,333,000 5.82% 0 5,333,000

合计 49,245,940 5,317,000 54,562,940 59.53% 0 54,562,940

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 10%及以上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普通股前五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1、公司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执行财政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

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公司编制 2017 年度报表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

30 号)，将原列报于“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损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利得和损失变更为列报于“资产处置收益”。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调减 2016 年度营业

外收入 35,685.43 元，调增资产处置收益 35,685.43 元。 
    3、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差错更正。 

3.2 因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新增南通烯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7 年财务报表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但是审计

报告中包含了“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具体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所述，第六元素公司本年亏损 16,977,811.40

元，累计未弥补亏损 102,750,185.65 元，本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金额为-23,646,023.72 元，

并且本年销售收入较上年度下降。这些事项或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第六元素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

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针对上述审计意见，公司的应对措施如下： 

1. 积极开拓下游客户 

公司产品规模化的应用离不开下游客户的发展。2017 年度，公司几大重点客户发展态势迅猛，其中，

江苏道蓬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5 万吨锌烯重防锈防腐涂料项目”、常州富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500

万平方米石墨烯散热膜研发及生产项目”等都将在 2018 年陆续投产，部分客户已有采购订单或与公司

签订采购意向书，这些客户的投产将直接带动公司石墨烯粉体的销售；石墨烯薄膜方面，除了烯旺新材

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好德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等重点客户外，公司正积极与昆山维信诺科技有限

公司等客户合作接洽，有望在 2018 年争取到相关订单。 

2. 加强公司内部管理 

(1) 强化预算执行，做好资金的统筹管理，规范使用募集资金，确保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及新增投资

项目的资金需求，防范财务风险。 

(2) 调整和优化销售策略，集中优势研发资源，重点攻关石墨烯在尼龙纤维、锂电、树脂、散热膜

和加热膜的应用。 

(3) 梳理和优化管理架构，明确管理职责，强化工艺的开发职责，确保产品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全

面提升公司研发能力和管理水平。 

(4) 规划投资建设千吨氧化石墨（烯）南通生产基地工作，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扩大生产能力，

从而满足未来客户订单需求。 

(5) 适时梳理和清理部分参股公司业务关系和股权关系，增加投资收益。 
 

 

常州第六元素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4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