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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95                           证券简称：精艺股份                           公告编号：2017-014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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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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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维满 独立董事 出差 罗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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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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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艺股份 股票代码 002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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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舟 余敏珊 

办公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西海工业区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西海工业区 

电话 0757-26336931 0757-26336931 

电子信箱 jy@jingyimetal.com jy@jingyimetal.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2016年，公司在坚持铜加工业务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加大对贸易业务的发展，形成铜加工业务和贸易业务两大业务板块。

目前，公司贸易业务的营业收入已占公司总营业收入的56.29%。 

（一）铜加工业务 

1、业务基本情况介绍 

铜加工业务为精密铜管和铜管深加工，精密铜管的主要原材料是电解铜，生产的精密铜管主要销售给空调制冷、通讯等

下游行业，其中空调制冷厂家为公司最主要的销售对象；铜管深加工业务的原材料为精密铜管，客户与精密铜管基本一样，

主要是空调制冷厂家。 

公司铜加工业务主要采取“以销定产”的生产经营模式，销售是生产经营的中心环节，采购、生产围绕销售展开，在产品

定价上，采用“电解铜价格＋约定加工费”的定价模式。加工费由公司与客户根据产品的规格、工艺复杂性、加工时间等因素

并参照行业水平确定，较为稳定。公司对正常运营所需的电解铜库存进行了套期保值业务以防范电解铜价格大幅波动带来的

经营风险。报告期内，公司采购模式、生产模式和销售模式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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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属行业特点及地位 

铜加工业务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铜加工产品不仅可作为结构材料使用，还可作为功能材料被使用，因此

被广泛应用于家用电器、电力、汽车、建筑、电子仪器仪表、国防、交通运输、海洋工程等行业。空调制冷用精密铜管是铜

管产品中非常重要的品种，属于技术含量较高的铜管产品，主要应用于家用空调、中央空调、工业和商业制冷机，下游市场

前景广阔。 

公司是“中国铜管材十强企业”，拥有广东顺德、安徽芜湖两大生产基地，具备规模大、产品全、技术新、质量优、响应

快等优势，连续多年成为知名品牌客户战略合作伙伴以及核心供应商。 

（二）贸易业务 

1、业务基本情况介绍 

贸易业务主要基于公司铜加工业务上下游客户需求为核心，利用上市公司平台资源整合能力，以“一个成本、收益共享、

成就别人，发展自已”的供应链贸易直联一站式服务，构建采购平台、销售平台和物流平台，帮助企业实现从原材料采购到

产品销售的全程供应链管理、运作。助力供应链内企业加快营运速度、降低营运成本和经营风险，并且通过供应链服务帮助

企业完善治理机制及提高规范运作意识和水平，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2、所属行业地位 

    公司是广东省百强民营企业，连续十一年荣获“守合同重信用证书”。借力于上市公司平台，以良好的信用口碑和资金实

力为基础，贸易业务取得长足发展，获批成为“广东省供应链管理试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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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3,889,102,052.71 3,079,018,833.24 26.31% 2,359,644,899.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184,280.67 6,366,100.65 44.27% -56,003,141.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210,171.04 3,822,425.38 114.79% -58,241,753.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388,419.25 180,844,714.00 -88.73% 61,803,318.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65 0.0269 35.69% -0.26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65 0.0269 35.69% -0.26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7% 0.66% 0.21% -6.89%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1,539,229,390.85 1,255,449,793.03 22.60% 1,303,385,343.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71,301,772.64 1,054,200,474.16 1.62% 785,399,27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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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4,598,203.14 913,863,663.89 1,006,155,112.44 1,184,485,073.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00,175.22 8,652,270.73 4,610,971.22 121,213.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863,724.38 6,696,666.09 2,861,867.13 3,515,362.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376,302.99 -106,816,504.46 177,000,720.95 -21,419,49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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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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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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5,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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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艳贞 境内自然人 15.40% 38,756,524 0 质押 15,000,000 

北京宏远创佳

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63% 36,800,000 36,800,000 质押 36,800,000 

冯境铭 境内自然人 14.33% 36,045,000 27,033,750 质押 23,000,000 

何雪萍 境内自然人 2.07% 5,200,000 0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

信量化先锋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95% 4,909,739 0   

广东贵裕宝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7% 2,450,085 0   

紫光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88% 2,214,300 0   

北京紫光通信

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74% 1,860,800 0   

朱焯荣 境内自然人 0.60% 1,517,070 1,517,070   

方岩 境内自然人 0.52% 1,305,11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冯境铭与周艳贞是夫妻关系，为广东贵裕宝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控股

股东；经查询 “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址 http://gsxt.saic.gov.cn/ ）：北京紫光通信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为紫光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除上述关联关系外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股东何雪萍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5,200,000 股。股东方岩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份 1,305,11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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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本公司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年度报告全文，并特别注意下列风险因素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6年，受国内外经济复苏和市场消费需求拉动的利好影响，特别是空调生产在完成去库存后对后市的预期普遍看好，

终端市场对于铜管材料的需求得到恢复性增长，铜管企业产量较上年大幅增长，行业开工率普遍高于往年，铜管加工行业总

体运行良好。但是，铜管加工行业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其产品同质化和市场容量已处于过饱和状态，行业盈利低下，竞争

压力依然大。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克服行业产能过剩，市场竞争激烈等不利局面，公司铜加工业务稳中求发展；继续加强市场拓展、

不断进行高质量产品研发，致力于产品和客户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提升高端产品的占比；通过努力降低营运成本和降库存，

加快资金流转速度。同时，公司大力发展贸易业务, 依托公司的管理优势、渠道优势和结算优势，利用上市公司平台资源整

合能力，有效打通上下游供应链条，构建采、销供应链贸易平台，实现业务结构重制，拓展并促进贸易业务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889,102,052.71元，同比增加了26.31%；营业利润18,581,675.11元，同比增加了138.74%；

实现净利润9,184,280.67元，同比增加了44.27%。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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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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密铜管 1,459,282,553.64 9,562,059.11 5.23% -14.59% 377.17% 2.04% 

铜管深加工产品 230,151,680.80 -1,365,204.14 6.66% -27.63% -207.64% 1.70% 

贸易产品 2,189,171,950.85 10,384,820.13 1.49% 112.13% -17.89%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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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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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7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同比扭亏为盈 

同比扭亏为盈 

2017 年 1-3 月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万元） 
1,000 至 1,500 

2016年 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4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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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公司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对供应链贸易客户实施精准服务使供应链贸易

产业规模稳定增加；2、一季度市场铜价在近期高位运行，公司根据铜加工

客户订单需求变化进一步优化库存结构，使公司销售毛利明显增长。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卫国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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