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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78                               证券简称：闽发铝业                         公告编号：2018-014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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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988093296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闽发铝业 股票代码 002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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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孙明 陈春金 

办公地址 
福建省南安市南美综合开发区南洪路 24

号 
福建省南安市南美综合开发区南洪路24号 

电话 0595-86279713 0595-86279713 

电子信箱 minfaly@126.com 2685151664@qq.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的主营业务和产品主要是建筑铝型材、工业铝型材和建筑铝模板的研发、生产、销售。公司是国内行业中较早涉

足工业型材领域的企业之一，公司管理层顺应市场变化，积极调整产品结构，在开拓高端工业铝型材市场的同时，对原有建

筑铝型材市场不断深挖需求，募投建设节能环保高性能铝合金建筑模板项目。铝模板作为建筑铝型材加工延伸的新兴产品，

技术含量高，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公司在产品推向市场后，不断加强对客户的服务能力，在提供高性能产品的同时，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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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形成融设计、生产、成型、施工技术指导于一体的服务模式。公司增加铝模板新产品后业务内涵更为丰富，产业链有所延

伸，公司的产品结构更加优化。公司建筑铝型材主要用于房地产开发、建筑工程、民用建筑、厂房、大型门窗、幕墙装饰公

司、门店销售、零星门窗加工等。工业铝型材主要用于电子电器、太阳能、交通运输、家具、卫浴用品、体育用品等。 

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建筑铝型材、工业铝型材、建筑铝模板为一体的企业，受地区经济发展程度，铝合金型材

生产和销售存在明显的区域特征。公司所在的厦门、漳州、泉州即闽南金三角地区是福建省最大的工业型材需求市场，所处

地域拥有众多的应用工业型材和建筑铝型材企业，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市场优势，同时紧抓国家“一带一路”、自贸区、

泉州“海丝”核心区建设等机遇，凭借品牌的认知度和忠诚度以及良好技术和优质服务，建立立足福建，辐射浙江、上海、江

西、安徽、湖北、江苏、天津、北京、广东等发达省份的营销网络，并开拓东南亚、南美、东欧及中东地区等国外市场。公

司具体的研发、生产、销售模式如下： 

1、研发模式 

公司研发部主要负责研发外观及结构，技术部门主要进行铝型材生产技术的开发。公司在主动优化产品结构的基础上，

更加注重产品的功能和质量，使之更加符合客户的实际需求和个性化要求。2017年度公司在标准制修订领域，先后参加国际、

国家、行业标准修订38项，拥有国家专利103项，其中发明专利7项，实用新型专利51项，外观专利45项。 

2、生产模式 

公司的生产模式主要是以销定产。计划部门根据下单情况安排生产指令，生产部门根据生产指令组织生产工作。在生

产过程中采购部门加强了对供应商的筛选和考核，严控原材料质量关；品管部建立了以生产前的预控、生产中精细关键点的

控制为主，生产后严格检验为辅的质量控制体系；设备部门加强对生产设备的维修、维护和保养，保证生产开机需求。各个

部门相辅相成，严密合作，保证生产顺利进行。 

3、销售模式 

公司产品的销售市场包括国内、国外，采取了直销、经销商和专卖店等多种经营形式，建立从大中城市到城镇完整的

销售网络。销售区域覆盖华东、华北、华南，并出口到欧盟、南美洲、东南亚、中东地区等30余个国家和地区。公司在销售

中根据产能、资金、营销渠道等现有资源的实际情况、对市场进行合理布局，目前已经形成了以500公里最佳销售半径为主

（即福建市场），出口市场和华东发达地区（主要指上海、浙江、江苏）并举的良性市场格局。公司的直销模式，直接面对

“大客户、大工程”，针对此类客户，公司派出专门的技术团队，发挥公司技术研发优势，充分满足客户需求，在铝型材高端

领域建立起自己的品牌。针对其他一些大中城市客户，公司一般采用经销商模式。同时在确保大客户和经销商销售的前提下，

专卖店销售模式成为公司多种销售渠道的有益补充。而出口业务方面则主要通过参加国内外的展览会、侨亲人脉、网站宣传

及进出口贸易公司介绍等方式，取得客户订单，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8,330,384.80元，同比增长116.89%，主要原因：一是公司募集项

目效益逐步体现，特别是铝模板销售收入增长较快；二是受“铝锭价格+加工费”定价模式影响，报告期内铝锭价格上涨，销

售收入增加；三是募集资金存款利息同比去年增加，同时公司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降低成本。 

（二）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我国铝及铝合金加工始于上世纪50年代，早期主要是以生产各类工业铝型材为主，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出现了建筑铝

型材。由于相关国家政策管制的放松，国内铝加工产品市场高速发展，近年来，行业已经逐步呈现出市场化程度高、产品同

质化竞争激烈、产量供大于求的特点，标志着铝加工行业已由成长期进入成熟期。 

公司产品建筑铝型材的生产和销售会受房地产行业市场影响，工业铝型材受经济低迷的影响，整体表现为周期性特征

较为明显。特别是下游建筑行业在第一季度开工相对不足的影响下，建筑铝型材的销售一般也比较低，呈现一定的季节性特

点。而工业铝型材的生产、销售主要受宏观经济景气程度的影响，经济低迷，需求不足，竞争激烈，毛利下降。 

公司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是福建省唯一获得“福建省铝型材星火行业技术创新中心”称号的企业，是海西板块的铝型材

龙头企业，是第三届中国建筑铝型材十强企业。公司立足福建，辐射浙江、上海、江西、安徽、湖北、江苏、天津、北京、

广东等发达省份，具有较强的区域市场优势。公司以此为基础，不断完善营销网络建设，国内销售已由华东已逐步向全国其

他地区扩展，国外销售也已开拓东南亚、南美、东欧及中东地区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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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1,228,647,100.19 1,042,196,843.24 17.89% 1,143,636,580.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330,384.80 17,672,625.03 116.89% 19,073,366.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281,025.47 15,621,153.89 125.85% 15,858,969.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198,832.09 -16,639,153.73 209.37% -21,523,70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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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2 100.00% 0.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2 100.00% 0.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1% 1.80% 0.81% 1.95%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1,700,103,821.50 1,694,125,417.72 0.35% 1,275,836,979.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83,381,192.53 1,447,424,526.32 2.48% 974,383,03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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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581,988.05 294,926,248.40 329,364,186.49 386,774,677.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740,984.90 6,190,112.22 9,783,320.30 15,615,967.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603,633.62 6,496,275.93 8,982,794.34 14,198,321.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211,162.29 -103,568,580.80 17,368,359.40 52,187,8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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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2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7,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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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天火 境内自然人 27.86% 275,310,000 206,482,500 质押 206,480,000 

黄文乐 境内自然人 7.18% 70,921,550 70,921,550   

黄长远 境内自然人 6.01% 59,390,000 51,952,500 质押 33,768,200 

黄印电 境内自然人 6.01% 59,390,000 51,952,500 质押 28,000,000 

黄文喜 境内自然人 5.05% 49,861,496 49,861,496 质押 43,240,000 

黄秀兰 境内自然人 3.26% 32,200,000 0   

蒋剑松 境内自然人 1.00% 9,880,000 0   

唐智利 境内自然人 1.00% 9,880,000 0   

吴汉文 境内自然人 0.91% 8,958,114 0   

上海兴富创业

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4% 8,310,250 8,310,2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黄天火，第二大股东黄文乐为黄天火之子，第三大股东黄

长远为黄天火之妹夫，第四大股东黄印电为黄天火之弟，第五大股东黄文喜为黄天火之子，

第六大股东黄秀兰为黄天火之妹，构成关联关系。2、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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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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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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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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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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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是国家“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公司坚定执行年初制定的发展规划，贯

彻执行董事会的战略部署，抢抓市场机遇，生产经营总体取得较好业绩，综合竞争力逐步提升。公司荣获海关AEO高级认

证、蝉联两届“泉州市文明单位”，成为“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产业龙头企业”、“福建省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业”，和“第三届

中国建筑铝型材十强企业”第七名。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28,647,100.19元，同比增长17.89%；营业成本为

1,105,953,731.87元，同比增长17.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8,330,384.80元，同比增长116.89%。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工作如下： 

1、加大市场开拓力度，产销总量稳重有升 

公司加快龙岩、宁德等地的区域招商，稳固老客户，吸收新客户，扩大渠道，提升销售总量。同时不断进行市场调研和

省外市场开拓，积极参与“广交会”活动及政府组织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品推介会，扩大公司品牌影响力和销售量。打

好“一带一路”和“海丝”泛家居名片，提升品牌知名度。 

2、开展技改项目，推动智能制造，稳步推进募投项目建设 

对东田生产制造中心挤压车间铝棒加热炉进行节能技术改造，铝棒加热能耗下降效果明显；进行光伏发电建设项目，并

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降低公司用电成本；加快推进两化融合和智能制造，取得工信部两化融合贯标证书，并入围福建省智

能制造试点示范企业；积极推进铝模板项目建设，购置机器人焊机工作站，技术装备行业领先。 

3、探索产业链布局，寻求企业转型 

成立控股子公司福建省闽发智铝科技有限公司，引入博士后工作室，积极探索铝行业全产业链的整合发展道路和 “类众

筹”的经营模式，借以推动公司从传统制造型企业向“制造服务型”企业转型，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打造公司新的盈利模式；

同时针对公司铝模板业务，积极探索铝模板的个性化定制、租赁及劳务输出销售模式，以驱动销售增长。 

4、强化创新驱动，提高核心竞争力 

积极参与国家和行业标准的制修订，标准制修订工作保持行业领先，同时强化新品研发，拓宽了工业材的应用领域，截

止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先后参加国际、国家、行业标准修订38项，拥有国家专利103项，其中发明专利7项，实用新型专

利51项，外观专利4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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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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铝锭、铝棒销售 544,609.38 17,499.14 3.21% 2.11% -45.11% -2.77% 

铝型材销售 1,157,017,442.04 96,695,676.08 8.36% 13.38% 6.38% -0.55% 

铝模板销售 39,804,076.88 13,372,561.95 33.60% 5,237.63% 8,611.41% 13.02% 

铝模板租赁 16,357,669.24 9,494,854.39 58.05% 22.05% 164.18% 31.23% 

铝模板安装 4,897,779.02 99,334.30 2.03% 100.00% 100.00%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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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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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2017），

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方法从总额法改为允许采用净

额法，将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相关递延收益的摊销

方式从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改为按照合

理、系统的方法分配，并修改了政府补助的列报项目。

2017年1月1日尚未摊销完毕的政府补助和2017年取

得的政府补助适用修订后的准则。对新的披露要求不

需提供比较信息，不对比较报表中其他收益的列报进

行相应调整。 

董事会审批 1. 其他收益 

2. 营业外收入 

1,863,781.04 

-1,863,781.04 

根据《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7]30号），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

行项目，反映企业出售划分为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

（金融工具、长期股权投资和投资性房地产除外）或

处置组时确认的处置利得或损失，处置未划分为持有

董事会审批 2016年 

资产处置收益 

营业外收入 

 

2017年 

2016年 

61,502.45 

-61,502.45 

 

2017年 

3,83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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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售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生产性生物资产及无形

资产而产生的处置利得或损失，以及债务重组中因处

置非流动资产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产生的利得或损失。相应的删除“营业外收入”和

“营业外支出”项下的“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项目，修订后的营业外

收支反映企业发生的营业利润以外的收益，主要包括

债务重组利得或损失、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

助、公益性捐赠支出、非常损失、盘盈利得或损失、

捐赠利得、非流动资产毁损报废损失等。对比较报表

的列报进行了相应调整。 

资产处置收益 

营业外收入 

-3,833.98 

注：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本公司本年度净利润没有影响。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集团2017年度不存在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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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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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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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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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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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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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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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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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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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2018年1-3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