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2484                           证券简称：江海股份                           公告编号：2019-006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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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5,155,441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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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海股份 股票代码 002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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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汉明 潘培培 

办公地址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平潮镇通扬南路 79

号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平潮镇通扬南路79号 

电话 0513-86726006 0513-86726006 

电子信箱 whm@jianghai.com info@jianghai.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2018年，公司紧紧围绕发展战略和年度经营目标和重点任务，在广大员工的艰苦努力下，

稳定推进各项业务发展，经营管理能力进一步提升，资产规模和盈利能力进一步增强。2018

年度，公司合并报表实现营业收入19.61亿元，同比2017年度增长17.6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2.44亿元，同比2017年度增长28.15%。实现了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较快增长。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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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公司完成的主要任务 

1、较好的发挥了品牌、技术、产业链的综合优势，把握了传统优势产品高压大型电容

器市场需求的机会，扩大了市场占有率和覆盖率，是公司主要经营指标达历史新高的重点增

长极。 

2、在全面、系统、规范地解决了废液的处理回收等环保问题后，高起点新建腐蚀箔生

产线、化成箔技改扩产项目，铝电解电容器产业链在技术、性能、效率和效益提升等方面的

竞争优势逐步显现 

3、薄膜电容器较为系统地降低成本，继续保持在新能源、电网、电动汽车、军工应用

领域的研发和市场跟进力度，继续发挥与优普电子的协同作用；与基美（KEMET）的战略合

作稳步推进并在广度和深度上得以加强。 

4、超级电容器在车辆、风电、数据中心、电梯、智能电网、电动工具、消费电子、军

工等几大应用领域全面推进并取得积极进展，为迁入新工厂和新增产能做好了技术、产品、

市场保障。 

5、湖北海成电子小型电容器、固态电容器、叠层电容器智能化工厂建设如期进行并已

试产；变频器用焊针式电容器项目已逐步产出，小型电容器和大型电容器协调发展的局面正

在形成。 

6、在时机较好的情势下推出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引聘一批人才并荣获省双创团队

荣誉。公司为主起草的两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新增授权发明专利14件、实用新型专利42件，

被国家知识产权局评为“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党群融合、企业文化建设蓬勃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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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1,960,699,029.18 1,666,811,782.97 17.63% 1,223,618,895.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3,528,309.48 190,028,633.11 28.15% 149,046,614.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6,764,222.52 146,033,815.67 34.74% 129,665,406.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3,577,417.51 254,981,350.90 -24.08% 175,763,704.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88 0.2331 28.19% 0.20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85 0.2331 28.06% 0.20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67% 6.26% 1.41% 7.01%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4,056,943,699.00 3,847,939,889.25 5.43% 3,477,938,788.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248,959,271.19 3,115,899,537.23 4.27% 2,975,316,88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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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986,536.11 494,482,763.40 476,317,194.50 580,912,53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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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212,077.34 76,223,500.17 68,690,718.78 65,402,013.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007,811.38 61,009,625.53 58,414,737.41 56,332,048.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788,818.37 46,310,790.80 12,979,285.88 113,498,52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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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1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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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億威投資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31.84% 259,584,000 0   

朱祥 境内自然人 9.16% 74,673,846 0 冻结 59,969,792 

陈卫东 境内自然人 2.25% 18,327,348 13,745,511   

安徽中安资本

投资基金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89% 15,366,429 0   

南通招商江海

产业发展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9% 12,980,000 0   

陆军 境内自然人 1.55% 12,611,040 9,458,280   

湖南艾华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4% 12,566,678 0   

西藏自治区投

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1% 12,293,143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06% 8,612,428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03% 8,366,8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本公司与上述股东均无关联关系，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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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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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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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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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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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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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017 年 同期变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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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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要从事电容器及其材料、配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 

电容器是电子信息产业的基础元件，铝电解电容器、薄膜电容器是电容器三大类中的两

类，在电子线路中具有整流、滤波、耦合的功用，被广泛应用于家电、工业控制、新能源、

航空航天、轨道交通、电动汽车、军工等领域。电容器是公司目前最主要的收益来源，报告

期占主营收入的88.3%，而工业类电容器在全球具有竞争优势；薄膜电容器的研发生产起步于

2011年，已在许多应用领域得到用户的认证并批量销售，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公司另一个战略发展的产品是超级电容器，其具有功率密度大、充电迅速、循环寿命长、

能量密度较高、使用温度范围宽、可靠性高、清洁环保等突出的优点，被认为是21世纪理想

的环保型储能器件之一，被广泛应用于智能三表、电动汽车、轨道交通、风电系统、工程机

械、节能安全电梯、AGV、电动工具、军工等领域。公司锂离子超级电容器的技术性能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 

化成箔、腐蚀箔是铝电解电容器使用的主要材料，是公司产业链延伸发展的产品，其很

大程度上决定了电容器的性能和成本，主要性能指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销售以内部配套为

主，但外销比重逐年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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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元件 1,732,505,322.43 1,259,829,415.05 27.28% 25.72% 20.12% 3.39% 

电子材料 198,630,425.84 162,399,259.93 18.24% -24.86% -16.41% -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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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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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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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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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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通海立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海立”）章程规定董事会为公司最高权力机关，董事会由6名董事组

成，其中本公司委派董事3名，日立AIC株式会社委派董事3名。2018年4月10日，南通海立召开董事会，同

意本公司增派一名董事。2018年5月30日，公司与日立AIC株式会社协商一致后指派了一名董事，南通海立

从2018年6月1日由公司的合营企业变更为子公司。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法定代表人 ： 陈卫东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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