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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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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潘永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文欣声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

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本年度报告涉及未来计划等前瞻性陈述，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描述存在的人员流失风险、行业风险、市场风险以及汇率风险，敬请查阅第四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

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风险因素及对策的内容。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时的总股本2,075,335,560股为基数，

向全体投资者实施每 10 股派现金人民币 1 元(含税)，同时以总股本 2,075,335,560 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转增 1.5 股。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南玻 A、南玻 B 股票代码 000012、20001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琳(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马丽梅 

办公地址 中国深圳市蛇口工业六路一号南玻大厦 中国深圳市蛇口工业六路一号南玻大厦 

传真 (86)755-26860685 (86)755-26860685 

电话 (86)755-26860666 (86)755-26860666 

电子信箱 securities@csgholding.com securities@csgholding.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南玻”是国内节能玻璃第一品牌和太阳能光伏产品及显示器件著名品牌，产品和技术享誉国内外，主营业务包括研发、

生产制造和销售优质浮法玻璃和工程玻璃，太阳能玻璃和硅材料、光伏电池和组件等可再生能源产品，超薄电子玻璃和显示

器件等新材料和信息显示产品，提供光伏电站项目开发、建设、运维一站式服务等。 

平板玻璃业务 

南玻集团现拥有10条代表国内最先进技术的浮法玻璃生产线、两条太阳能压延玻璃生产线，年产约232.5万吨各种高档

浮法玻璃原片，42.7万吨太阳能压延玻璃，在四川江油、广东英德拥有石英砂原料基地。公司平板玻璃、太阳能玻璃生产基

地分别位于东莞、成都、廊坊、吴江、咸宁，能够生产1.5~25mm多种厚度和颜色的高档优质浮法玻璃、超白浮法玻璃，产

品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南玻浮法玻璃被广泛用于高档建筑、装潢装饰及家俱、反射镜、汽车风档、扫描仪、

复印机、显示器以及太阳能等领域。 

公司始终坚持持续创新和转型升级经营方针，实行差异化竞争战略，提升该平板玻璃业务盈利能力。2016年，子公司河

北南玻玻璃有限公司生产二线技改成功，将原浮法玻璃生产线改造成为一窑两线结构，可以同时生产两种不同规格和要求的

浮法玻璃，大大提高了产线的柔性；子公司成都南玻玻璃有限公司一线技改项目正式动工建设，目标产品为高质量汽车玻璃，

并于2017年2月成功点火投产，这两条浮法玻璃生产线的技改与投运，进一步提升了南玻集团平板玻璃市场竞争力。 

工程玻璃业务 

南玻集团是国内最大的高档工程及建筑玻璃供应商，拥有天津、东莞、咸宁、吴江、成都等五大建筑节能玻璃加工基地。

公司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玻璃深加工设备和检测仪器，其产品涵盖了工程和建筑玻璃的全部种类。公司在镀膜技术上的研发

与应用水平保持与世界同步，高端产品技术甚至领先世界水平，继第二代节能玻璃产品之后，公司相继开发出第三代和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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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节能玻璃产品，产品的节能保温性能一代比一代高，高品质的节能环保LOW-E中空玻璃国内高端市场占有率在40%以

上。目前，公司镀膜中空玻璃年产能超过1,500万平方米，镀膜玻璃产能超过3,300万平米。 

公司在工程建筑玻璃上的质量管理体系分别经英国AOQC和澳洲QAS机构认证通过，产品质量同时满足美国、英国及澳

大利亚等国的国家标准，这使得南玻集团在国际性招投标中屡屡获胜。从1988年开始，南玻的工程技术人员不间断地参与各

种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的制定和编写。公司所提供的各类优质工程建筑玻璃被应用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央电视台、上海

东方渔人码头、深圳京基100大厦、中国平安金融中心、杭州国际机场、成都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四季酒店、墨尔本机场、

希尔顿酒店、东京第一高楼、阿布扎比国际中心等国内外许多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上。 

太阳能业务 

南玻集团凭借稳定的质量管理能力、强大的成本控制能力和优异的技术创新能力，在太阳能光伏产业领域打造了一条涵

盖高纯多晶硅材料、硅片、电池片及组件及光伏电站工程设计和建设的完整产业链，保证了公司为客户提供质量稳定、性价

比最优的太阳能光伏产品。 

公司目前高纯多晶硅产量为7000吨/年，硅片产品产量为1GW/年，电池片产量为0.75GW/年，组件产量为0.15GW/年。

面对目前国内太阳能光伏市场良好的市场前景，公司正在通过进一步实施挖潜扩改项目，对现有的多晶硅生产线进行技术改

造，拟将多晶硅总产量提升至9000吨/年以上。同时为了增强公司光伏产业链的抗风险能力，促进南玻集团光伏产业链均衡、

快速、健康发展，公司也在积极推进宜昌南玻新增硅片项目及东莞光伏电池线扩建项目，项目完成后，公司硅片产品及电池

片产品的产量将得到大幅提升，能够进一步扩大公司该产业链的综合竞争力。 

为了完善集团太阳能业务的产业链，2015年，公司设立了全资子公司深圳南玻光伏能源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投资开发

太阳能光伏电站，将南玻集团太阳能产业延伸至终端应用高增值领域。2016年底，公司新成立了新能源应用事业部，统筹管

理公司光伏电站的投资与运维，有效整合了内部资源，有利于公司做大做强太阳能产业。 

电子玻璃及显示器件业务 

公司自2000年成立深圳南玻显示器件科技有限公司以来，凭借十多年来的经验积累，已经形成了“超薄玻璃基板制备→

玻璃镀膜→玻璃黄光→玻璃模组”、“PET镀膜→FILM黄光→FILM模组”两条自原材料生产、材料加工至显示触控一体化模组

完整的全套外挂式触控产业链，主要有超薄浮法玻璃基板制备、玻璃镀膜、玻璃图案加工、玻璃触控模组和柔性基材镀膜、

柔性基材图案加工、柔性触控显示全贴合模组等主要生产能力, 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拥有为实现高清显示及超窄边框触控解

决方案的自超薄浮法玻璃生产、至超薄Sensor加工、到超薄触控模组组装的完整产业链的公司。 2016年，公司完成收购深

圳南玻显示器件16.10%的股权，对深圳显示器件再次控股。 

此外，公司凭借自身20多年的浮法玻璃生产经验，以及强大的技术研发团队，于2010年正式进军超薄电子玻璃市场，先

后完成了北至河北廊坊、中至湖北宜昌、南至广东清远三个电子玻璃生产基地的全国性战略布局，产品厚度为0.2mm-1.1mm，

品种由普通钠钙玻璃到中铝、超白超薄、高铝玻璃持续衍生，产品广泛用于钢化玻璃保护膜、盖板玻璃、ITO导电玻璃等领

域。 

2016年，公司进一步整合了超薄电子玻璃及显示器件产业，成立了电子玻璃及显示器件事业部，将公司旗下超薄电子玻

璃及显示器件公司纳入该事业部管理，并根据市场状况积极推进中高端产品及新产品的开发生产。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14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8,974,083,407 7,430,889,111 7,430,889,111 20.77% 7,044,502,645 7,044,502,6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797,721,576 624,753,110 532,653,110 49.76% 873,653,030 791,353,0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76,950,973 299,683,946 299,683,946 159.26% 438,889,847 438,889,8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240,852,120 1,092,832,497 1,092,832,497 105.05% 1,406,259,210 1,406,259,2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8 0.30 0.26 46.15% 0.42 0.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8 0.30 0.26 46.15% 0.42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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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32% 7.70% 6.72% 3.60% 10.61% 9.77%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2014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16,979,235,630 15,489,600,160 15,489,600,160 9.62% 15,116,808,305 15,116,808,3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7,812,335,004 7,874,310,997 7,645,810,997 2.18% 8,348,561,765 8,212,161,765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详见本报告摘要之“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949,421,848 2,278,743,794 2,293,975,948 2,451,941,8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4,835,467 262,047,787 248,016,059 82,822,2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2,098,876 231,424,507 221,542,609 131,884,9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9,915,324 726,805,025 545,478,611 648,653,16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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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69,987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68,029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海利年年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45% 320,595,892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万能型保险

产品 

境内非国有法人 3.92% 81,405,744    

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7% 59,552,120  质押 59,552,100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自有资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5% 44,519,78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92% 39,811,300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45% 30,117,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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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工业公司 国有法人 1.39% 28,800,000    

中国银河国际证券（香

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38% 28,692,212    

深国际控股（深圳）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6% 20,000,000    

BBH A/C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境外法人 0.64% 13,280,79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已知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利年年、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万能型保险产品、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均为前海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为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一致行动人，另一一致行动人承泰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中国银河国际证券（香港）

有限公司持股 27,625,299 股。 

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或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第一大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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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深圳市浙商宝能产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 

中国南玻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1.71% 

承泰集团有限

公司 

深圳华利通投

资有限公司 

100%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4.6% 4.6% 

金丰通源有限公

司 

凯信恒有限公司 深圳粤商物流

有限公司 

深圳市深粤控

股股份有限公

司 

深圳市钜盛

华股份有限

公司 

0.68% 

深圳宝源物流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能创赢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 

姚振华 

深圳市宝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7.40% 

1.92% 

2.87% 

51% 20% 19.80% 

2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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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10 年公

司债券 

10 南玻 02 112022 2017 年 10 月 20 日 100,000 5.33%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20 日完成了公司债券"10 南玻 02"2015 年 10 月 20 日至 2016 年 10 月

19 日期间利息的兑付。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根据2016年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的跟踪评级，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将本期债券信用等级评定

为AA+。 

根据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于2016年11月16日发布《中诚信证评关于关注“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变化以及

重大人事变动”的公告》，公司股权结构变化、高管人员职务发生重大变动，或对公司经营计划及管理方式产生不确定影响，

中诚信证评将与公司保持密切联系，了解相关事态进展，以便及时判断股权变化、重大人事变动等对公司未来发展战略、业

务经营和信用状况的影响。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52% 51% 1% 

EBITDA 全部债务比 24% 22% 2% 

利息保障倍数 4.70 3.46 35.8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过去的一年，全球经济局势动荡，主要经济体经济复苏乏力，风险事件频发。美联储加息预期扰动市场情绪，英国脱欧

事件对欧盟乃至全球经济造成冲击，特朗普当选，加剧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在全球经济增长呈现减速趋势及不确定性增强

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在深化结构调整的同时, 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长、“去产能”初见成效，总体经济实现了平稳增长。 

2016年，虽然经历了下半年的震荡，中国南玻集团在新董事会及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平板玻璃业务、工程玻璃业务、太

阳能光伏业务、电子玻璃及显示器件业务各方面全面发力，实现营业收入89.74亿元，同比增加15.43亿元，增幅20.77%；集

团整体实现净利润8.04亿元，同比增加2.56亿元，增幅46.83%，扣非后净利润7.77亿元，同比增加4.77亿元，增幅159.26%，

营业收入与扣非净利润创历史最好水平。 

其中，平板玻璃板块受益于国家调整产能结构、淘汰落后产能、加强环保控制力度，平板玻璃市场转暖。借此机会，集

团着力调整产品结构，实施差异化竞争策略，强化内部控制以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盈利大幅提升，实现营业收入40.47

亿元，同比增加6.02亿元，增长18%；实现净利润4.94亿元，同比增加4.13亿元，增长508%。 

工程玻璃板块在房地产投资增加的情况下，销量进一步提升，全年实现营业收入30亿元，同比增长2%；虽然公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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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实施差异化产品竞争、提高产品复合度、推广高端新产品等市场策略尽量提高部分产品的利润水平，但受限于浮法原片

价格上涨及下游竞争加剧导致销售价格下跌，利润有所下滑，净利润2.61亿元，同比减少1.39亿元，降幅35%。 

光伏太阳能板块，宜昌硅材料硅片三期的顺利投产，使得产能得以快速提升，成本下降。2016年太阳能事业部累计营业

收入23.2亿元，同比增加7.36亿元，增长46%；全年实现净利润2.2亿元，同比增加1.38亿元，增长167%。 

2015年底，集团设立深圳南玻光伏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开发光伏电站，进一步完善太阳能产业链（硅料-硅片-电池片-

组件-光伏电站），截止16年底已建设电站项目4个合计规模57MW。随着光伏电站业务的开展，将带来新的收入和利润增长

点，进一步提升集团在太阳能行业中的竞争力。 

电子玻璃及显示器件板块，集团进一步明确产品业务定位与技术路线，面对市场机遇，通过持续技术提升与改造，品质

提升，逐步占领了钢化膜玻璃市场；同时，随着清远高铝超薄玻璃生产线投入商业化运行及产品品质的逐步提升，集团在电

子玻璃领域的生产能力及产品线将得到进一步提升与丰富，初步形成全国性战略布局。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平板玻璃产品 4,047,280,576 993,287,126 24.54% 17.47% 150.19% 13.02% 

工程玻璃产品 3,001,016,658 698,082,605 23.26% 1.48% -20.07% -6.27% 

太阳能产品 2,320,237,216 571,100,542 24.61% 46.44% 127.44% 8.77%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2016年度 2015年度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分析 

营业收入 8,974,083,407 7,430,889,111 20.77% 主要系销售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6,562,214,373 5,824,792,630 12.66% 主要系销量增加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 
797,721,576 532,653,110 49.76% 主要系本年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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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于2013年8月16日与深圳市信实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信实投资”)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本公司拥有的深圳南玻显示器
件科技有限公司19%的股权以42,498万元的价格转让予信实投资。本公司在年度审计过程中发现一份与上述股权转让协议
同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了本公司以及信实投资在一定条件下有权要求对方以约定价格出售或购买深圳南玻显示器件科
技有限公司股份相关事项。该补充协议未在以前相应会计期间的财务报表中予以考虑和确认。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认为补充协议中的回购义务构成一项衍生金融工具，应在相应会计期
间的财务报表中确认一项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本集团及本公司对上述会计差错进行了追溯调整，合并资产负债表中，2015年12月31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负债调增228,500,000元(2015年1月1日：136,400,000元)，2015年12月31日盈余公积调减22,850,000元(2015年1月1

日：13,640,000元)，2015年12月31日未分配利润调减205,650,000元(2015年1月1日：122,760,000元)；合并利润表中，2015年
度公允价值变动损失调增92,100,000元。 

公司资产负债表中，2015年12月31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调增228,500,000元(2015年1月1日：
136,400,000元)，2015年12月31日盈余公积调减22,850,000元(2015年1月1日：13,640,000元)，2015年12月31日未分配利润调
减205,650,000元(2015年1月1日：122,760,000元)；公司利润表中，2015年度公允价值变动损失调增92,100,000元。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6年5月20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收购深圳南玻显示器件科技有限公司16.10%股权的议案，2016年6月

股权转让完成，深圳南玻显示器件科技有限公司成为公司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2016年5月20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投资400万m2导光板光电玻璃生产线项目暨收购咸宁丰威科技有

限公司100%的股权的议案，2016年6月股权转让完成，咸宁丰威科技有限公司成为公司子公司，并更名为咸宁南玻光电玻璃

有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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