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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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其他事项段或与持续经

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

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三(一)中所述，宁波富邦公司 2017 年

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亏损为 3,917.28 万元。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流动负债高

于流动资产 6,549.95 万元。宁波富邦公司已在财务报表附注二(二)中披露了拟采取的改善措

施，但其持续经营能力仍然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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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宁波富邦 600768 宁波华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魏会兵 岳峰 

办公地址 宁波市鄞州区天童北路702号工业城办

公大楼三楼 

宁波市鄞州区天童北路702

号工业城办公大楼三楼 

电话 0574-87410500 0574-87410501 

电子信箱 fbjy@600768.com.cn yuef600768@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公司主营基本情况 

宁波富邦的主业属于有色金属压延加工行业，是一家专业生产工业铝板带材和铝型材的区域



性铝业深加工龙头企业，现有产能 6 万吨，员工 488 人。下属企业包括公司铝材厂、铝型材有限

公司、宁波富邦精业贸易有限公司等。公司主业现有规模属于中小水平，主要生产设备偏于老化，

2012 年投产的 1.5 万吨冷轧铝板带材技改项目是在原有装备水平上的改良提升，与同行业连铸连

轧等先进工艺装备相比有较大差距，且产品结构传统，目前在长三角区域经济产业链中具有一定

的市场需求。公司 2017 年的主营业务收入构成中，工业板块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48,804 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 11.44%，贸易板块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1,259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0.94%。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上市公司净利润为亏损 3,917 万元，其中全年财务费用支出为 1,568 万元。由于主要

实体公司铝材厂产品结构传统单一，销售市场长期萎靡不振，导致主营业务持续亏损。 

公司铝材厂是一家专门从事工业铝板带材生产的企业，主导设备包括 1550 可逆双卷取热轧机

组、1450、1400 四辊不可逆冷轧机组，纵横联合剪切机、横切机、拉弯矫直机等，可生产各种规

格的铝板带材、合金铝板、工业铝圆片等。该产品属于浙江省名牌产品，具有良好的表面质量、

深拉和表面氧化性能，广泛应用于包装印刷﹑电子电器﹑建筑装饰﹑筑路建设等领域。 

宁波富邦精业铝型材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工业用铝型材的企业，年生产能力 1 万吨以上，拥

有全套熔炼、挤压、氧化生产线，包括 1630 吨、1250 吨、800 吨、500 吨共四条挤压生产线，其

中 1630 吨生产线是上世纪 90 年代从日本进口的先进挤压设备。公司的产品规格品种超过 4000

多种，主要包括幕墙型材，旅游用品系列型材、手电筒系列型材、电动工具系列型材等。 

宁波富邦精业贸易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销售铝铸棒等金属原材料的内贸企业。其经营模式为

根据本土市场需求，向长期业务合作单位河南洛阳万基特种铝合金有限公司批量采购铝铸棒商品，

再转向本地中小企业分销。销售定价原则为：以货到当日上海长江有色现货市场公布的国产铝锭

最高价和最低价的算术平均价作为铝锭基价，再按物流成本加上相应的加工费予以定价。公司毛

利率通常较低，2017 年为 0.70％。 

宁波江北富邦精业仓储有限公司所属开展仓储业务的土地以及房屋 2017 年已被政府征收，现

已停业。 

2、公司主要的经营模式 

主导产品采用“铝锭价格+加工费”的方式进行商品定价，采取“经销+直销”的销售模式拓

展市场，其中铝锭价格主要根据长江有色金属网铝价对应确定。经营过程中贯彻以销定产原则，

由生产部门根据订单需求组织后续生产。公司通常在生产过程中保持合理数量的库存备货，以备

连续生产和周转需要。 

3、当前铝加工行业发展现状 



我国是全球较大的铝材生产国和消费国，整体占比目前都接近 50%。目前中国铝加工行业处

在高速成长期，但与世界铝工业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差距，深加工率不到 15%，特别是在第三代铝-

锂合金技术、全铝车身、航空航天高端铝材等领域差距较大。中国产业调研网发布的《中国铝加

工行业现状调研及发展前景分析报告（2016-2020 年）》认为，中国从产能上已成为铝加工大国，

但还不是铝加工强国。我国铝加工产业的生产规模较小，生产集中度低，总体水平和档次都不太

高，产品品种不全，产业和产品结构不合理，生产效率较低，经济效益不明显。一直以来面临着

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却大量依赖进口的尴尬局面。从行业发展趋势看，当前材料轻量化已成

为节能减排的主攻方向，轻量化用铝正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速。因此一些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

高档铝加工产品面临严重短缺，正成为铝加工行业转型发展的主攻方向。 

当前供给侧改革政策不断深化，公司作为一家传统的铝压延加工企业，在行业集中度不断提

高的背景下，迫切需要由单一产品结构向合金铝板和高端铝材升级，以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但

局限于行业结构性产能过剩以及自身现有设备结构和技术实力的困扰，现阶段尤其需要借助资本

市场平台，努力实现企业转型升级的大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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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575,920,819.20 721,435,503.88 -20.17 608,203,665.79 

营业收入 804,670,831.70 756,806,016.06 6.32 814,661,108.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0,654,085.20 18,313,845.65 285.80 -52,769,195.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9,172,756.92 -26,490,982.68   -51,227,107.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35,041,097.82 64,387,012.62 109.73 46,073,166.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714,498.26 28,631,477.79 -80.04 -64,133,030.86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3 0.14 278.57 -0.4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53 0.14 278.57 -0.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70.86 33.16 增加37.70个百分

点 

-7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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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173,497,452.03 221,802,737.13 195,172,929.89 214,197,712.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8,374,134.37 -4,994,692.16 101,685,926.97 -17,663,015.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8,628,865.44 -4,995,957.28 -7,818,057.83 -17,729,876.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9,829,473.81 37,481,744.81 -13,644,435.89 1,706,66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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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3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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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宁波富邦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1,644,352 48,806,512 36.49 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周宇光 3,159,659 3,159,659 2.36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王文霞 0 2,847,185 2.13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周爽 2,797,400 2,797,400 2.09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沈臻宇 2,421,200 2,421,200 1.81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 1,274,802 2,044,802 1.53 0 未知  其他 

王秀荣 748,351 1,208,767 0.90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宁波三星通讯设备有

限公司 

-1,293,700 1,102,857 0.82 0 未知  其他 



王坚宏 434,500 960,718 0.72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张建军 -230,000 770,000 0.58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前两名股东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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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八名股东公司未知其关联

及一致行动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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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22 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情况的公告》，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富邦控股持有本公司 36.49％股权。后富邦控股完成增持计划，截止 2018 年 2 月

6 日共增持本公司 2657922 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99％。富邦控股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4982008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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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04,670,831.70 元，同比增长 6.32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70,654,085.20元，同比增长 285.80%；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14,498.26元。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 575,920,819,20元，比上年末减少 20.17%；负债总额 440,879,721.38元，

资产负债率为 76.55%，比上年末下降 14.53 个百分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总额为

135,041,097.82元，比上年末增长 109.73%。 

公司主营业务近年来盈利能力较弱，究其原因分析： 

一是由于实体经济不振市场需求疲软，造成公司总体产销量难以提升，而企业的固定费用支

出逐年提高，导致单位产品的制造成本不断上升，难以形成规模效益。二是低迷市场环境下同质

化竞争加剧，行业平均加工费不断下降。公司为承接订单维持客户关系，低端加工品比重有所上

升，高加工费的订单有所减少，从而拉低了产品的整体盈利能力。三是企业主导产品技术含量偏

低，附加值不高，质量问题有所抬头，导致产品毛利率长期低位徘徊。 

通过与同行业一些上市公司比较，分析公司存在明显差距的主要原因是：一是规模和成本优

势不足。铝加工属于典型的资金密集型行业，企业产销的规模扩大相应会带来单位生产成本的下



降。如明泰铝业和南山铝业所在的河南省、山东省一直是全国铝行业大省，产业集聚效应为公司

带来了综合成本优势，南山铝业自身就拥有完整的全铝产业链生产线，规模效应非常明显。明泰

铝业铝锭采购区位优势明显，2017 年产销量突破了 63 万吨，而公司仅 3 万余吨。二是技术创新

能力不足。如南山铝业拥有中国唯一的国家级铝合金压力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明泰铝业不断

深耕传统铝板带材产线（“ 1+4”热连轧产线） 的升级和改造等，其市场研发能力都非常突出。

但是公司目前主要设备老化，创新能力不足，严重制约了现有产业的提升。三是产品转型升级缓

慢。上述企业瞄准行业发展方向,已逐步实现了向交通运输用铝、汽车轻量化用铝等高附加值领域

的跨越。本公司作为一家传统铝加工企业，受制于设备、技术以及资金等劣势，产品结构调整方

面尚无起色，导致现阶段主营业务长期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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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公司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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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 本公司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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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56,530.26元，营业外支出 28,640.43元，调增资产处置收

益 44,627,889.8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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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