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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01                           证券简称：利源精制                           公告编号：2017-011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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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4,835,58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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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源精制 股票代码 002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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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莹莹  

办公地址 吉林省辽源民营经济开发区友谊工业园区  

电话 0437-3166501  

电子信箱 liyuanxingcaizqb@sin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营业务基本情况 

公司主要从事铝型材及深加工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业务，产品可分为三大类，即工业铝型材、建筑铝型材和铝型材

深加工产品。其中，工业铝型材是按照客户的规格和质量标准定制化生产，产品主要为交通运输、电子电器、耐用消费品、

机电电力设备等终端产品的零件与部件；建筑铝型材主要为用于组装楼宇建筑采用的门窗框、幕墙系统及室内装修材料，公

司重点生产经过复杂表面处理的高档建筑铝型材产品；铝型材深加工产品是根据客户需求，将铝型材产品通过切割、焊接、

打磨及表面处理等加工程序进一步加工成为可供客户使用的成品或半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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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所处行业基本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所处的细分行业属铝挤压材行业。铝挤压材是将铝棒通过挤压和表面处理等生产工艺和流程，生产出供交

通运输业、耐用消费品制造业、机械设备制造业、电子业、化工业、电力设备业、建筑业等行业使用的产品，通常包括管材、

棒材、型材等。由于挤压生产的铝管材、棒材等很少，铝型材是主导品种，占到铝挤压材总产量的95%以上，行业通常上将

铝型材行业和铝挤压材行业不再具体进行区分。铝挤压材产品的特点为设计灵活、坚硬、构造轻巧及耐磨，这些特点使其广

泛应用于建筑、交通运输、机电电力设备、家电及电子产品、机械设备等行业。近年来，随着汽车、轨道交通、航空、建筑

等等工业的发展，要求材料特性具有铝及其合金的独特性质，大大的促进了铝挤压材产品的生产和应用。对于交通运输业而

言，铝金属的轻巧特质大大节省了能源消耗，符合节能减排的大趋势，而其高度耐磨的特性则有助于节省维修费用。铝同时

是美观实用的理想建筑材料，容易组装、安装、上漆或与其他物料结合使用。铝比其他很多物料坚硬，故可用作窄薄的门窗

框。除此以外，亦可附加在建筑结构上为结构产生额外巩固和防护的作用。 

（三）行业的经营模式和经营特点 

1、行业特有经营模式 

行业内铝型材加工企业产品定价普遍采用“铝锭价格+加工费”的定价模式，该定价模式决定了铝加工企业盈利相对独立

于铝价波动。铝产业链主要由铝土矿开采、氧化铝生产、电解铝生产、铝加工制造等四部分构成，前三部份的定价均与铝现

货价格直接相关，但铝加工行业通行的产品定价模式为“铝锭价格+加工费”。因此，技术装备实力、产品下游需求、行业竞

争结构以及成本控制能力等因素是其盈利前景的决定性因素。 

2、行业经营特征 

（1）区域性特征明显 

经过十几年的快速发展，我国铝型材工业基本形成了华南（广东）、华东（江浙鲁）、东北（辽宁）等三大产业集群，

聚集了中国80%以上的铝型材企业，形成了巨大的集群效应。其中广东地区企业是国内铝型材行业的先行者，产品以建筑型

材为主，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40%，是国内规模最大的铝型材行业产业集群。山东、辽宁及吉林等地，相关企业起点高，

且具有产业配套优势，是国内铝型材行业的后起之秀。 

（2）行业的周期性、季节性 

工业铝型材行业下游行业众多，不存在明显的周期性及季节性。 

建筑铝型材受下游房地产、建筑业的周期性波动，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同时，由于下游房地产、建筑业受季节性因素影

响第一季度开工不足，导致建筑铝型材的生产和销售也具有较为明显的季节性特征，通常第一季度的产量和销量较低。 

（四）公司的行业地位 

1、公司在铝挤压行业的地位 

公司是东北、华北地区仅次于中国忠旺的铝型材供应商。铝型材行业存在产能分布的地域性，因受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

存在一定的销售半径，通常的销售半径为500公里。多年来，公司在东北、华北地区这一“蓝海市场”深耕细作，最终发展成

为该区域市场在生产技术水平、品种规格、市场份额方面均居前列的专业化供应商，成为国内工业铝型材与建筑铝型材两块

业务平衡发展的综合供应商之一。目前，无论在挤压装备水平和技术研发水平，还是产品品质和客户质量等方面，公司都处

于行业前列。 

2、公司在同行上市公司中的地位 

公司始终坚持“发挥比较优势、专注蓝海市场、服务领先客户、注重产品创新”的总体发展战略，凭借管理层对市场的深

刻理解和民营企业高效的决策机制优势，遵循行业的发展趋势，契合下游行业的发展，持续引进先进设备，注重技术研发与

创新，不断实行产品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实现了公司的快速、健康成长，取得了行业领先的经营效益水平。虽然营业收入指

标均处于可比上市公司中等水平，但综合毛利率、成长性等方面具有较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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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8,031,519.37 2,296,793,054.68 11.37% 1,932,426,921.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0,284,811.25 478,091,748.43 15.10% 397,834,728.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93,766,189.79 464,072,411.69 6.40% 387,065,474.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05,635,511.38 839,458,707.11 -15.94% 733,835,531.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8 0.51 13.73% 0.43 

http://baike.baidu.com/view/2209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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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8 0.51 13.73% 0.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92% 13.21% -0.29% 12.09%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12,089,597,676.60 8,819,828,688.48 37.07% 6,701,306,082.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565,557,627.50 3,837,400,180.74 18.98% 3,436,334,50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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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813,236.21 695,164,508.23 692,155,267.47 694,898,507.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7,439,434.40 178,190,455.23 140,485,061.58 134,169,860.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4,745,706.12 174,762,172.68 136,671,903.06 87,586,407.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2,924,341.40 455,248,565.33 263,661,013.61 -446,198,40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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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80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69,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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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民 境内自然人 18.49% 175,881,028 170,880,994   

张永侠 境内自然人 9.93% 94,500,000 94,500,000   

中银基金－建

设银行－中国

人寿－中国人

寿委托中银基

金公司混合型

组合 

其他 1.45% 13,806,878    

谢仁国 境内自然人 1.45% 13,785,194    

安徽新安金鼎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9% 13,245,471    

左骏霞 境内自然人 1.10% 10,451,370    

三峡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2% 7,758,637    

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约定

购回专用账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4% 7,032,800    

吉林利源精制 其他 0.67% 6,334,200 6,33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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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 

王领花 境内自然人 0.62% 5,942,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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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民、张永侠夫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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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股东谢仁国通过融资融券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13,785,194 股，

股东安徽新安金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融资融券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13,245,471 股，

股东左骏霞通过融资融券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10,376,770 股，股东王领花通过融资融券

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5,942,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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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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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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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

有限公司 2014 年公

司债券 

14 利源债 112227 2019 年 09 月 22 日 100,000 6.50%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2016 年 9 月 22 日，公司按期支付 2016 年度利息。详见 2016 年 9 月 14 日，公司在巨潮资

讯网和中国证券报发布的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14 利源债"2016 年付息公告，公告编

号 2016-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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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机构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于2016年5月出具了《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公司债券跟踪

评级分析报告》，维持了公司“AA”的主体信用评级，维持了公司的评级展望为“稳定”，同时也维持了本次债券“AA”的债项

评级。 

在公司债券的存续期内，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每年将进行一次定期跟踪评级，预计在公司2016年度报告披露后两个月

内，评级公司将对公司出具2016年度公司债券跟踪评级分析报告，公司将及时公告于巨潮资讯网。请投资者届时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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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率 62.23% 56.49% 5.74% 

EBITDA 全部债务比 18.22% 23.21% -4.99% 

利息保障倍数 3.56 3.83 -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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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下行的压力加大。面对严峻的外部环境，我公司在辽源市委、市政府和沈阳市委、

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和亲切关怀下，在公司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带领全体员工积极应对，克难制胜，各项工作取得丰硕成果：

沈阳公司项目达到了预期目标和效果；公司全面完成了年初确定的各项目标和任务。全年实现销售收入 255,803.15 万元，

同比增长 11.37%；全年实现净利润 55,028.48万元，同比增长 15.10%。2016年是我公司全面发展的一年，是实现三次转型、

四次升级增长的一年，也是开启新征程提升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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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用材 1,131,696,855.40 717,666,976.15 36.58% 9.98% 8.26% 1.01% 

装饰、建筑用材 741,651,055.42 476,677,060.43 35.73% 13.31% 9.12% 2.47% 

深加工用材 683,287,059.67 411,906,088.99 39.72% 11.48% 9.70% 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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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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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根据关于印发《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财会[2016]22号）文件规定，将本期2016年5-12月发生的土地使

用税、房产税、印花税由“管理费用”科目调整至“税金及附加”科目列报，涉及的重分类列报影响金额分别为12,602,466.67

元、1,472,910.51元、1,090,44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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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5% 至 25% 

2017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

间（万元） 
10,200 至 12,200 

2016年 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9,743.9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首发及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投产情况，及公司子公司沈阳利源轨道交

通装备有限公司新项目建设进度进行预计。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民 

 

2017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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