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0212                                                  公司简称：*ST 江泉 

山东江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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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独立董事 郑云瑞 
因其他公务无法参加本

次会议 
张从戬 

 

4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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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公司 2016 年度利润总额为 4,455.11 万元，

实现净利润为 4,455.11 万元。上年未分配利润-38,204.66 万元，本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33,749.55 万元。  

鉴于公司累计利润亏损，公司 2016 年利润分配预案为：不进行利润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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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江泉 600212 江泉实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谦 陈娟 

办公地址 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江泉工业园三江

路6号 

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江泉

工业园三江路6号 

电话 0539-7100051 0539-7100051 

电子信箱 jiangquan600212@126.com chen66511@126.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包括发电业务、铁路专用线运输业务、建筑陶瓷业务三大类。其

中发电业务、铁路运输业务业绩较上年有明显改善。 

1、发电业务 

公司发电业务是以上游钢铁、焦化企业的尾气为原料综合利用发电。报告期内，受上游钢铁、

焦化企业行情复苏影响，全年正常运营，降本增效取得明显效果，销售收入、利润均有较大提升。 

2、铁路专用线运输业务 

铁路专用线运输业务主要经营铁路专用线及货场，铁路全线长达 13 公里。报告期内，铁路运

输业务优化了业务结构，收入有所减少，但整体毛利率有较大提高。 

3、建筑陶瓷业务 

2016 年 2 月 29 日，山东江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维罗纳新型节能建材有限公司签署《资

产及负债转让协议》，将下属江兴建陶厂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转让给山东维罗纳新型节能建材有

限公司，双方按照协议约定的交割日，签署了《资产交割确认书》，确认已完成了交易标的的交割。 

目前，公司行业分类为综合类，主营业务分为发电业务、铁路运输业务，各业务板块在公司经营

占比平均，主营业务较为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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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年 

总资产 826,540,566.15 750,947,102.20 10.07 1,245,988,705.86 

营业收入 261,696,812.87 272,220,737.10 -3.87 66,647,128.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4,551,132.80 -340,492,521.10 不适用 -16,896,186.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4,433,747.02 -336,781,575.21 不适用 -14,816,908.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741,823,118.25 670,378,787.24 10.66 1,009,756,648.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192,921.21 21,370,370.09 -75.70 -67,963,175.46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871 -0.6654 不适用 -0.033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871 -0.6654 不适用 -0.03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31 -40.55 不适用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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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809,874.15 70,163,514.23 66,510,816.89 67,212,607.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977,882.89 27,386,242.13 14,526,711.55 16,616,062.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3,938,986.46 29,604,106.46 14,475,015.65 14,293,611.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3,665.71 3,523,633.64 4,196,966.14 -1,974,012.86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第一季度数据中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已披露的第一季度报告少 2,730.38 万元，

原因如下： 

2016年 3月江泉实业将江兴建陶全部资产和相关负债出售给山东维罗纳新型节能建材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维罗纳），出售价格为 11,914.95 万元，公司在披露第一季度报告中，将出售价格扣

减账面价值和税金后的差额 2,730.38 万元计入营业外收入。 

 公司于2017年1月获知，临沂承儒商贸有限公司于2016年8月受让维罗纳原股东李秀强100%

股权，临沂承儒商贸有限公司系上海承儒贸易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承儒贸易有限公司的

原法定代表人翟宝星现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根据《上交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十条

第三款、第八条第三款、第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翟宝星为上市公司关联自然人，其在过去十二

个月内曾担任上海承儒贸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上海承儒及其控制的维罗纳应被认定为上

市公司的关联法人。为此，公司将维罗纳认定为关联方，将向维罗纳出售建陶资产及负债交易认

定为关联交易。从谨慎性角度考虑，公司将此关联交易作为权益性交易，应将第一季度报告中出

售价格扣减账面价值和税金后的差额 2,730.38 万元由营业外收入调整到资本公积，因此第一季度

数据中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已披露的第一季度报告少 2,730.3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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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7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8,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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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顺辰投资有限公

司 

  68,403,198 13.37 0 无   其他 

李文   25,000,000 4.89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胡雪龙   4,790,000 0.94 0 未知   未知 

李志雄   4,208,400 0.82 0 未知   未知 

陈雅萍   3,090,000 0.60 0 未知   未知 

陈茂选   3,042,300 0.59 0 未知   未知 

孟兆才   2,700,000 0.53 0 未知   未知 

李静   2,661,067 0.52 0 未知   未知 

王平   2,148,700 0.42 0 未知   未知 

周湘菊   1,922,925 0.38 0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宁波顺辰投资有限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或是否是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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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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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下属江兴建陶厂的对外转让工作，公司下属热电分公司和铁路分公司

均正常运营，且与去年同期相比，经营业绩有所改善。 

报告期内，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26,169.68 万元，同比下降 3.87%；公司全年营业利润为

4,449.37 万元，净利润为 4,455.11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455.11 万元。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公司 2014 年度、2015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均为负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已于 2016 年 4 月 11 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由“江泉实业”变

更为“*ST 江泉”。 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正值，涉及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已消除，也

不触及其他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公司将在年度报告披露的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若撤销退市风险警示未得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批准，公司可能面临暂停

上市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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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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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为上海农仁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六、合并范围的变更”和“七、在其他主体中的权

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