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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84                           证券简称：江海股份                           公告编号：2017-012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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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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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7,042,647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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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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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电解电容器是公司

目前最主要的收益来源，报告期占主营收入的，而工业类电容器占有  份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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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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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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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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3,618,895.01 1,091,288,285.12 12.13% 1,155,208,825.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9,046,614.18 129,072,823.15 15.47% 153,591,317.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9,665,406.33 113,611,224.04 14.13% 142,812,862.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5,763,704.15 123,344,942.91 42.50% 168,261,911.8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43 0.2424 9.03% 0.46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43 0.2424 9.03% 0.46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01% 7.95% -0.94% 10.10%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3,477,938,788.43 2,051,144,145.77 69.56% 1,954,649,262.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975,316,885.90 1,677,703,111.33 77.34% 1,581,998,45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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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091,584.01 310,478,426.58 322,579,792.80 342,469,091.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671,915.32 39,889,251.69 39,725,757.27 48,759,689.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535,974.34 31,483,979.99 39,685,271.91 39,960,180.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929,045.88 29,207,613.34 54,344,465.63 58,282,57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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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8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5,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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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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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80,000 0   

朱祥 境内自然人 10.37% 65,041,420 0 冻结 50,729,600 

陈卫东 境内自然人 2.26% 14,182,400 10,636,800   

安徽中安资本

投资基金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89% 11,820,330 11,820,330   

陆军 境内自然人 1.71% 10,700,800 8,025,600   

西藏自治区投

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1% 9,456,264 9,456,264   

诺安基金－兴

业证券－南京

双安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4% 6,493,305 6,493,305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03% 6,436,000 6,436,00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信诚鼎利定

增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0% 6,280,000 6,280,00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多策略

升级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9% 6,217,494 6,217,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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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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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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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2015 年 同期变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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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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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公司合并报表实现营业收入1,223,618,895.01元，同比

2015年增长12.1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046,614.18元，同比2015年增长15.47%。实现了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的双增长，为今后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 铝电解电容器保持了良好的增长，薄膜、超容两大新项目进展延迟，直接影响年度销售和盈利目标，但为2017年的发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展打下了较扎实的基础。 

2. 在探索大小型电容器分开发展的模式上，成立了湖北海成电子有限公司，集中精力、联合外力、创新模式发展小型和

固态铝电解电容器。 

3. 维持了包括国军标体系、ISO14001、UL等国际标准的监督认证，工业用高压大型铝电解电容器获得西门子、ABB、

ROCKWELL、新时达等许多国际国内用户的奖励和优秀供应商称号，为持续发展创造了条件。 

4. 针对下游客户的技术需求和材料的新技术持续推进新产品研发和工艺改进，在公司主导产品高压大型铝电解电容器的

核心材料---高压腐蚀化成箔研发创新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比容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性能具有独特优势，增强了公司核

心竞争力。 

5. 完成了对优普电子的并购工作，完善了薄膜产品线，开始了镀膜工序，延伸了产业链，薄膜增长已成定局。 

6. 启动了和ELNA的投资、车载专用电容在华合资项目，这是业内首个对外投资，也是国内首个车载电子专用电容器项

目。 

7、顺利完成非公开发行公司股票工作，和投资者的沟通交流及信息披露质量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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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容器 985,427,348.83 252,795,601.53 25.65% 11.16% 13.44% 0.51% 

化成箔 211,942,176.43 61,452,786.57 29.00% 12.55% 13.72%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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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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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子公司湖北海成电子有限公司。 

根据公司2016年9月13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司拟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该子公司湖北海

成电子有限公司于2016年10月13日成立，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 

（4）对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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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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