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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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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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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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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509,218,92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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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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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风股份 股票代码 30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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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少媚 王娜 

办公地址 
佛山市南海区小塘三环西路（狮南段）31

号 

佛山市南海区小塘三环西路（狮南段）31

号 

传真 0757-81006190 0757-81006190 

电话 0757-81006199 0757-81006199 

电子信箱 investors@ntfan.com investors@ntfan.com 



南方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一直以来的发展战略目标是立足于通风与空气处理行业，通过对现有产品的技术升级、核心市场深度挖掘、高端市

场重点拓展，以及积极参与新材料、新工艺等新兴技术和产业，并择机涉足高端能源装备制造业其他子领域，拓展产业链，

努力打造技术一流、产品一流、服务一流的高端装备制造商和综合服务商。控股子公司南方增材承办的重型金属3D打印技

术产业化项目虽尚未形成收入，在报告期内完成了核电主蒸汽管道贯穿件模拟件的打印以及ACP100压力容器材料的第一阶

段基础性能检测和鉴定，目前正在进行贯穿件模拟件的检测工作以及ACP100压力容器材料的特殊性能检测（即应用性能试

验）；2014年，公司完成了收购中兴装备100%股权事宜，形成了通风与空气处理系统集成业务、能源工程特种管件业务、

重型金属3D打印业务协同互补、共同发展的业务模式。 

一、通风与空气处理系统集成业务 

上市伊始，公司通风与空气处理系统集成业务已在核电、地铁、隧道三个细分市场领域分别实现了全国市场占有率第一

名、前两名和前三名；上市后，在核电领域，公司攻克了二代加百万千万级压水堆核电站、第三代核电站核岛通风与空气处

理系统（HVAC）及设备的关键技术难点，100%实现二代加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站HVAC及设备的国产化，同时在地铁、

隧道等领域，公司也实现了高效、节能产品的更新换代。 

受日本福岛事故影响，国内核电站建设暂缓，从2011年3月至2015年2月，仅核准2台核电机组，开工7台核电机组，大幅

度低于以前5年的平均发展速度；2015年核准了8台核电机组后，国家收紧了核电机组核准政策，2016年核电项目零核准。受

此影响，公司核电领域订单减少。2017年2月，国家能源局发布了《2017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对沿海核电的发展

做出明确指示，明确提出年度审批开工和建设完工目标，2017年年内计划开工8台机组，新增装机规模641万千瓦，加上核电

“走出去”等政策的推动，公司核电HVAC设备、核电用管等业务有望全面复苏。此外，公司还紧抓海内外核电市场机遇，

充分利用自身在核电领域积累的优势，布局核电后市场，积极拓展公司在核电备品备件、核设备更新改造、核电站延寿等市

场，提升公司的规模和竞争实力；积极推进新材料、新工艺的研发进程，如重型金属3D打印技术的产业化进程，进一步增

强公司整体实力，提高竞争力，创造公司新的盈利增长点。 

二、能源工程特种管件业务 

自2014年，公司完成收购中兴装备100%股权事宜，公司的主营业务新增了能源工程特种管件业务。中兴装备是我国能

源工程特种管件行业的领军企业，也是我国能源工程用不锈钢无缝管特种管件产品规格最全、外径最大、壁厚最大的生产企

业之一，并在石化、核电、煤化工、新兴化工等领域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和较高的市场占有率。 

受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和居民消费升级等因素推动，国内石油化工、煤化工、新兴化工等行业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随

着“十三五”期间各大石化、煤化工、新兴化工等项目的投资建设、现有设施的更新，以及“一带一路”等政策的推动，将使石

油化工、煤化工、新兴化工等行业对特种管件业务产生巨大的市场需求。 

报告期内，中兴装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保证了经营业务的持续稳定增长。截止目前，中兴装备已累计完成了其2013、

2014、2015、2016年年度业绩承诺。 

未来，公司将更加充分地结合中兴装备技术经验、客户资源、市场经验等，进一步深挖核电、石化、煤化工、新兴化工、

地铁、隧道等领域的市场需求，实现整体市场和各细分市场覆盖率的进一步提升。 

三、重型金属3D打印业务 

公司控股子公司南方增材自主研发的重型金属3D打印技术是一种国际首创、革命性的、短流程、低成本、数字化、“近

终成型”的重型金属构件成型加工新技术。该技术对构件材料、构件几何尺寸、形状和用途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和通用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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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应用于核电、火电、水电、石化、冶金、船舶等行业的现代重大工业装备中所需的各种高强低合金钢、高强高合金钢、

耐热合金钢、不锈钢等重型构件的精密成型，具有构件性能优异、机械加工余量小、节省材料、生产周期短、制造成本低等

特点，技术优势、经济优势突出，市场前景广阔。 

报告期内，南方增材就重型金属3D打印技术与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合作研发的核电主蒸汽管道贯穿件模拟件已完成

打印，目前正就贯穿件模拟件进行理化性能检测、无损检测等一系列试验。下一步，南方增材将打印第二和第三件贯穿件。

南方增材就重型金属3D打印技术与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合作研发的ACP100压力容器已完成第一阶段基础性能检测和鉴

定，目前正在进行压力容器材料的特殊性能检测（即应用性能试验）。同时，为更好地满足ACP100压力容器及其他异形金

属构件的打印需求，南方增材将新建二代重型金属3D打印设备——立式打印设备。目前，该设备的设计已基本完成，正对

该设备的试验机进行安装调试。同时，为维护公司知识产权，南方增材已就该技术申请了多项专利，截止目前，南方增材已

获得7项发明专利授权，并被佛山市南海区知识产权局评为“知识产权工作先进单位”；2017年3月，南方增材的“重型金属构

件电熔增材制造技术产业化—电熔增材制造卧式打印设备研发项目”被列入“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业发展资金项目”，并获

得项目计划扶持资金183.836万元。 

公司还就重型金属3D打印技术在其他领域的应用积极开展技术交流，并随着重型金属3D打印技术的发展，借助重型金

属3D打印技术的优势，发展3D打印派生业务，如3D打印涂层修复、快速修复等，布局3D打印大产业，构造出工业级3D打

印生态圈，为公司创造新的盈利增长点，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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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4,917,803.76 820,028,578.19 9.13% 818,362,883.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2,709,178.11 44,444,185.75 108.60% 108,729,378.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6,343,594.33 38,501,530.86 124.26% 104,865,889.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2,233,699.59 140,205,876.84 -34.22% 184,925,713.8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09 100.00% 0.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09 100.00% 0.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2% 1.47% 1.55% 6.04%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3,826,415,961.33 3,743,551,844.92 2.21% 3,774,004,843.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105,587,116.71 3,028,154,506.44 2.56% 2,996,440,79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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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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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21,823.80 154,409,894.24 136,202,558.28 408,283,527.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707,385.69 8,458,138.13 -3,316,017.51 70,859,671.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236,605.49 7,964,615.54 -3,688,694.67 67,831,067.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493,711.63 29,855,555.95 -26,582,453.49 39,466,88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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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77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4,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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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子善 境内自然人 12.37% 62,992,592 47,244,444 质押 61,724,221 

仇云龙 境内自然人 10.97% 55,857,278 55,857,278 质押 52,000,000 

杨子江 境内自然人 10.54% 53,655,765    

杨泽文 境内自然人 10.24% 52,133,332  质押 23,500,000 

陈卫平 境内自然人 1.62% 8,266,738 4,569,976   

孙振平 境内自然人 1.61% 8,207,362 8,207,362 质押 3,600,000 

季爱琴 境内自然人 1.57% 8,010,500    

高雅萍 境内自然人 1.06% 5,420,620    

姜志军 境内自然人 1.00% 5,081,312 2,411,366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

六组合 
其他 0.84% 4,263,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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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 

1、杨泽文与杨子善、杨子江系父子关系，为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 

2、仇云龙与孙振平为姻亲关系（即孙振平为仇云龙之妹婿）。 

除此之外，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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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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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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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世界经济总体复苏乏力、国际贸易和投资疲弱、增长动力不足；国内经济在深化改革、经济结构调整中依然错

综复杂，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电力能源、公共交通、工业建筑等行业整体需求继续呈现下滑的趋势。公司上下齐心协力，

围绕年初制定的“瘦身健体、降本增效、转型升级、科技创新”工作思路，沉着应对复杂多变的宏观环境，统筹抓好稳增长、

促改革、调结构等各项工作，以优化经营和产品服务、实施创新发展、推进智能制造为重点，强化企业内部管理，努力降低

生产成本，提高经营效益；同时积极推动公司重型金属3D打印技术的产业化进程，持续加强公司在新材料，新工艺领域的

研发投入，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创造新的盈利增长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9,491.78万元，同比上升9.13%；利润总额10,498.34万元，同比上升116.35%；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9,270.92万元，同比上升108.60%。上述指标同比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的通风与空气处

理系统集成业务、特种管件和特种材料业务销量同比有所上升；借款减少，财务费用降低。此外，2015年度公司单项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2,527.14万元，而本报告期无此类减值准备。 

报告期内，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5,574.26万元，同比上升18.22%；利润总额-5,789.54万元，同比减少亏损41.71%，净利

润-5,152.89万元，同比减少亏损39.10%。上述指标变动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通风与空气处理系统产品销售上升，成本下

降，整体毛利率有所增加。此外，2015年度母公司单项计提资产减值准备2,527.14万元，而本报告期无此类减值准备。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一）深化技术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 

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是公司发展战略的核心，且行业特点使得研发创新能力成为公司核心竞争力之一。因此，公司历

来重视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开发，在研发和产业化方面已经形成了“预研一代、开发一代、设计一代、生产一代”的产

品和技术发展模式，并拥有行业领先的系统集成研发设计能力和一体化的生产链，取得了多项国内领先、国外先进的技术成

果，形成了一批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产品。公司始终坚持深化科技创新成果，推动产品升级结构调整，培育品牌优势，不断

完善公司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体系。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已申请和拥有各项专利124项，完成或发表论文28篇，并参与起

草、修订国家标准4项、行业标准4项，其中，在本报告期内，国家标准《船舶用不锈钢无缝钢管》、《厚壁无缝钢管超声波

检验方法》、《石油化工加氢装置工业炉用不锈钢无缝钢管》通过审定，分别于2016年6月1日、2016年6月1日和2017年9月1

日开始实施。中兴装备的AST牌不锈钢无缝钢管、AP1000型反应堆控制驱动机构专用锻件、加氢裂化装置用热轧双相不锈

钢高压无缝钢管等产品获得了江苏省名牌产品、南通市名牌产品、江苏省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产品、海门市科学进步奖、冶金

产品实物质量认定证书金杯奖等荣誉；中兴装备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联合研发的“核岛用高性能关键金属构件精密塑性成

形技术及装备”项目获2016年度江苏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由中兴装备自主研发的“TP347H大口径厚壁高压无缝钢管” 获得了

海门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公司的广东省核安全级通风与空气处理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完成了升级建设，建成全性能综合检

测中心，并顺利通过了专家验收。中兴装备入选了国家工信部组织评定的“核工业无缝不锈钢管”制造业单项冠军培育企业名

单，这是对中兴装备在能源工程尤其是核级特种管件领域的技术实力和行业地位的肯定。 

报告期内，公司顺利完成了高新技术企业、民用核安全设备制造许可证、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ASME、API Q1、劳氏

质量认证、核质保体系、QEO体系、能源管理体系、CNAS等的换证、扩证、年度复审、监审等工作；获得了由国家国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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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工业局颁发的军工核安全设备设计、制造许可证（风机、风阀），至此，公司先后获得了民用核安全设备设计、制造许可

证，与军工核安全设备设计、制造许可证等多项资质。上述资质的取得是对公司在军工核及民用核领域的研发制造能力的认

可，并为公司今后在上述领域业务的开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由公司控股子公司南方增材自主研发的重型金属构件电熔精密成型技术（重型金属3D打印技术）是一项革命性、短流

程、低成本、数字化、“近终成型”的重型金属构件成型加工技术，是高端重大工业装备大型、特大型关键金属构件的一项变

革性制造技术，可广泛应用于百万千瓦核电装备、百万千瓦超临界和超超临界火电机组及水电、石化、冶金、船舶等行业现

代重大工业装备重型金属构件的制造，市场前景广阔。报告期内，公司就重型金属3D打印技术与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合

作研发的核电主蒸汽管道贯穿件模拟件已完成打印，目前正就贯穿件模拟件进行理化性能检测、无损检测等一系列试验。下

一步，公司将打印第二和第三件贯穿件。公司就重型金属3D打印技术与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合作研发的ACP100压力容器

已完成第一阶段基础性能检测和鉴定，目前正在进行ACP100压力容器材料的特殊性能检测（即应用性能试验）。同时，为

更好地满足ACP100压力容器及其他异形金属构件的打印需求，公司将新建二代重型金属3D打印设备——立式打印设备。目

前，该设备的设计已基本完成，正对该设备的试验机进行安装调试。截止目前，南方增材已就重型金属3D打印技术申请发

明专利共11项，并已获得发明专利授权7项。 

此外，公司还就重型金属3D打印技术在其他领域的应用积极开展技术交流，并随着重型金属3D打印技术的发展，借助

重型金属3D打印技术的优势，发展3D打印派生业务，如3D打印涂层修复、快速制造等，布局3D打印大产业，构造出工业级

3D打印生态圈，为公司创造新的盈利增长点，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影响力。 

（二）积极探索新能源产业开拓，助力公司外延式发展 

2015年，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南风投资投资参股新疆丝路联众新能源有限公司，参与风电、光伏等新能源项目的投资、

建设、运营、维护等。受新疆、甘肃、内蒙古等地“弃风限电”、能源补贴取消等因素影响，上述新能源相关项目在本报告期

内进展缓慢，尚未形成收入。但为促进公司在高端能源装备制造领域的进一步拓展，丰富公司的产品体系和市场布局，公司

一直积极对外探索，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和行业发展机会。2016年12月，公司筹划了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拟收购新能源动力

电池行业标的，虽然最终公司因未能与标的方就交易价格等核心条款达成一致意见而终止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但公司对新

能源、新材料、新工艺等业务领域一直持以开放和积极的态度，未来将积极采取多种措施和渠道，择机涉足高端能源装备制

造业其他子领域，不断增强公司的综合实力，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 

（三）狠抓内部管理，提升经营效率 

随着公司规模的日益扩大，对公司战略规划、内部管理、人才需求、市场开拓、资金需求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

此，公司强化市场导向，通过不断加强生产管理，细化成本控制，狠抓内部控制管理，深化内部体制改革，不断提高公司经

营效率及质量。生产管理方面，以国家HAF003质保体系、QEO管理体系、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标准、英国劳氏质量体系

标准、API5L/5LC等体系标准为基础，以“降本增效、转型升级”为目标，在日常设备维修、生产技术改进、点检维保、零配

件自制、基础设施基建等方面实施了多项降本增效和节能减排改造项目，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进一步提升。成本控制方面，

以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全面推行精细管理，优化资金运作 降低财务费用，在人员配置、物资消耗、原材料采购等方面采取

多项措施控制成本。内控管理方面，不断加强法人治理结构，优化组织架构，在持续完善公司制度建设，进一步促进公司相

关活动的规范运作的同时，强化工作效率，优化工作流程，提升总体执行能力，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管理的规范有序开展，公

司发展战略的全面推进和工作目标的顺利实现。 

（四）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维护股东权益 

公司建立了多渠道、多样化的投资者沟通模式，保持与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沟通交流。公司根据《投资者关系

管理制度》的要求，建立了完备的投资者关系管理档案；认真对待投资者的每一次来访、每一个电话和每一次提问，并按要



南方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8 

求合理妥善地安排机构投资者、分析师等特定对象到公司现场调研活动，及时对外披露调研记录，确保所有投资者均可以及

时、公平获悉公司有关信息。  

2016年，公司共接待投资者调研活动13次，接待调研投资者50余人次，回复互动平台投资者提问140余条，不断地促进

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加深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和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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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风与空气处理

系统设备 
254,577,308.12 -75,267,619.55 25.61% 17.70% 33.90% 4. 26% 

特种材料及能源

工程管件装备 
640,340,495.64 176,100,548.30 38.76% 6.06% 10.78%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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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9,491.78万元，同比上升9.13%；利润总额10,498.34万元，同比上升116.35%；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9,270.92万元，同比上升108.60%。上述指标同比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的通风与空气处

理系统集成业务、特种管件和特种材料业务销量同比有所上升；借款减少，财务费用降低。此外，2015年度公司单项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2,527.14万元，而本报告期无此类减值准备。 

报告期内，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5,574.26万元，同比上升18.22%；利润总额-5,789.54万元，同比减少亏损41.71%，净利

润-5,152.89万元，同比减少亏损39.10%。上述指标变动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通风与空气处理系统产品销售上升，成本下

降，整体毛利率有所增加。此外，2015年度母公司单项计提资产减值准备2,527.14万元，而本报告期无此类减值准备。 



南方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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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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