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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22                             证券简称：金轮股份                          公告编号：2017-027 

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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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466,542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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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轮股份 股票代码 002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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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九辉 潘黎明 

办公地址 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水路 6 号 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水路 6 号 

电话 0513-80776888 0513-80776888 

电子信箱 stock@geron-china.com stock@geron-chin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在公司使命“以资本和智本推动工业品细分领域的产业进步与升级”的驱动下，紧紧围绕“聚焦工业细分领域，

联合优势企业，打造B2B+平台，推动产业升级，重构工业品生态系统”的发展战略，在二次创业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公司2015年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海门市森达装饰材料有限公司100%股权。本次重组完成后，金轮股份

的主营业务由纺织梳理器材和不锈钢装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两大板块组成。2016年公司主营业务的范围未发生变化。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自身情况并结合产业特点，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继续推进公司产业布局与升级，投资设立了方舟

管理咨询股份有限公司、钢聚人电商有限公司、苏州金联云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柚子工道（上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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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丹诚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等，进一步优化了公司产业结构，为公司的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一）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①主业一：金轮针布生产销售各类纺织梳理器材，主要产品包括：金属针布、弹性盖板针布、带条针布、固定盖板针布、

预分梳板、分梳辊、整体锡林和顶梳等，纺织梳理器材是纺织机械的关键专用基础件。纺织梳理器材广泛应用于纺织行业的

各个领域以及其他相关行业。 

 ②主业二：森达装饰拥有29项不锈钢装饰板相关专利，主要业务为生产销售各类不锈钢装饰材料板，主要产品包括：

铬镍钼不锈钢(300系)和铬系不锈钢(400系)材质为主的各类装饰材料板，主要应用于电梯装潢、高档家电面板、厨房及卫生

间用品、楼宇室内外装潢等。产品覆盖镜面板、拉丝板、磨砂板、和纹板、喷砂板、蚀刻板、压花板、抗指纹板、疏油板等，

能够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在国内高端不锈钢装饰板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二）主要经营模式 

在公司主业之一的纺织梳理器材业务方面，由金轮股份下属相关子公司金轮针布负责纺织梳理器材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主要采取直销的销售方式，少量采取经销方式。 

在公司主业之二的不锈钢装饰材料业务方面，由金轮股份下属子公司森达装饰负责不锈钢装饰材料板的研发、生产与销

售，在国内主要以直销的模式进行销售，海外销售由于市场开拓成本较高，主要通过代理商销售。 

（三）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227.61%；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是森达装饰从2015年12月份开始纳入公司的

合并报表范围，2015年只有一个月纳入合并报表，本报告期全年纳入合并报表，导致报告期同比上期业绩大幅增长。 

（四）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状况、周期性特点及公司行业地位 

纺织梳理器材业务 

纺织梳理器材是纤维梳理工序不可或缺的重要器材，是纺织企业常用的消耗性器材和纺织机械生产企业整机装配用的关

键基础件，其中，纺织企业用量约占90%，纺织机械生产企业用量约占10%，纺织机械生产企业购买纺织梳理器材装配成整机

后销售给纺织企业。纺织梳理器材是纺织过程中的消耗性器材，纺织梳理器材的用量与纺织行业的纤维加工量直接相关，随

着市场对纤维加工品质要求的不断提高，以及纤维品种的多样化，纺织梳理器材的行业发展速度一般高于纺织纤维加工量的

增长速度。 

纺织梳理器材行业下游客户集中在纺织行业和纺织机械行业，受纺织行业的景气程度影响较大，具有一定的周期性特征。

近年来，纺织业虽然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保持了稳定增长的态势。当前经济形势并非十分景气，内部需求动力不足，景气

度处于发展区间并波动较大。在“十三五”规划、“纺织强国”建设纲要等宏观指导下，中国纺织业将继续保持稳定发展势

头。与之对应的，纺织梳理器材行业也将稳步增长。 

同时，人们对生活品质要求的提高，增加了对高品质纺织产品的需求，高品质纺织产品一般采用高支高密的面料和精梳

纱面料。生产高支纱和精梳纱需要对纤维进行深度梳理，又要防止在梳理过程中对纤维的损伤，必须保持梳理器材处于较好

的状态，从而加快了纺织梳理器材的更换频率。另外，随着纺织行业的快速发展、纺织加工技术和设备的不断创新，以及新

型纤维的问世，对纺织梳理器材品种和数量的需求也在增加。综上，纺织梳理器材行业将继续保持稳步增长的局面。 

报告期，公司梳理器材销售收入继续保持国内行业第一，行业龙头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不锈钢装饰板业务 

不锈钢装饰板是对不锈钢进行表面加工处理后，使不锈钢在原有的金属特性，如机械性、延展性等的基础上，在耐腐蚀

性、耐磨、耐刻划、耐高温、疏水、疏油等性能方面表现出更明显的优势，  

不锈钢装饰板上游主要为不锈钢钢材、相关的辅助材料，不锈钢钢材占到不锈钢装饰板成本的50%以上，所以不锈钢装

饰板的价格受不锈钢钢材价格的影响较为明显。因此，不锈钢装饰板受上游不锈钢钢材行业周期性的影响，也呈现一定的周

期性特征。受益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及基础建设的大量投入，我国镍铁产能持续扩张，上游

不锈钢产量进入稳步增长阶段，为不锈钢装饰板行业需求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而下游应用领域较为广泛，目前森达装饰的产品主要分布于电梯、家电、厨具等行业。不锈钢装饰板的应用领域较为广

泛，随着终端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对于产品质量、性能、环保的要求越来越高，未来高端市场以及复合材料、新材料

的开发将引领不锈钢装饰板行业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 

森达装饰进入不锈钢装饰板行业较早，经过多年发展，积累了较为丰富的行业经验，并形成了一支优秀的技术研发团队，

是行业内不锈钢装饰板品类最为齐全的少数生产商之一，产品覆盖镜面板、拉丝板、磨砂板、和纹板、喷砂板、蚀刻板、压

花板、抗指纹板、疏油板等，能够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在国内高端不锈钢装饰板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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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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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1,738,141,279.39 530,559,448.07 227.61% 397,922,948.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4,816,682.02 61,592,079.33 102.65% 33,941,148.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6,879,070.49 60,964,820.43 91.72% 30,344,346.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519,411.53 67,623,729.23 -185.06% 53,790,487.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3 0.46 58.70% 0.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3 0.46 58.70% 0.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26% 10.61% -2.35% 6.45%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2,339,306,892.07 2,098,435,803.98 11.48% 738,020,091.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62,973,153.77 1,175,029,695.41 41.53% 555,844,87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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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550,066.01 468,819,250.23 446,673,001.66 493,098,961.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411,184.92 40,755,827.01 36,821,508.37 24,828,161.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571,309.62 41,353,572.35 31,783,204.40 22,170,984.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25,274.80 -3,345,767.12 -49,484,538.96 -2,363,83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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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2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4,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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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海投资江苏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6.05% 63,256,546 63,256,546 质押 27,000,000 

安富国际（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4.31% 25,101,804 25,101,804   

朱善忠 境内自然人 8.61% 15,101,423 15,101,423   

朱善兵 境内自然人 2.87% 5,033,807 5,033,807   

洪亮 境内自然人 2.87% 5,033,807 5,033,807   

深圳尚诚壹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尚诚壹品丰年定增 1 号基金 
其他 1.60% 2,800,000 2,800,000   

申万菱信资产－招商银行－华润

深国投－华润信托•瑞华定增对冲
其他 1.25% 2,197,505 2,197,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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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金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

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0.88% 1,547,08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73% 1,282,000 0   

财通基金－宁波银行－富春定增

715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42% 745,011 745,01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蓝海投资江苏有限公司和股东安富国际(香港)投资有

限公司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陆挺)控制，股东朱善忠、朱善兵、洪亮为

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其他股东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无限售流通股股

东情况未知)。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未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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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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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聚焦工业细分领域，联合优势企业，打造B2B+平台，推动产业升级，重构工业品生态系统”发展

战略，紧紧围绕年度经营计划，对外积极寻求外延式发展，对内深入推进卓越绩效管理模式，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利润总额

实现较大幅度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参与投资设立了方舟管理咨询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聚合内外部智力资源，推行卓越经营管理模式，帮助

企业提高经营管理能力和制造水平，并以创新模式提升企业可持续竞争力，从而推动相关工业品细分领域的产业进步与升级。

公司投资设立钢聚人电商有限公司，参股浙江金海顺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努力深耕不锈钢薄板这一细分行业，远期实现构建

线上线下融合的不锈钢板业务生态系统的目标。公司投资参股“中国纱线网”、“搜布”、“棉联”等纺织专业电商，推动

纺织产业链B2B业务的发展。 

2016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3,814.13万元，同比增长227.61%；营业利润 16,122.7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3.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481.67万元，同比增长102.65%。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森达装饰从2015年12月份开始纳入

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2015年只有一个月纳入合并报表，本报告期全年纳入合并报表，导致报告期同比上期业绩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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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属针布 228,429,057.24 116,087,981.87 50.82% 1.85% -3.28% -2.70% 

不锈钢装饰板加工 1,253,546,196.64 179,606,543.92 14.33% 1,315.67% 1,493.40% 1.60% 

注;不锈钢装饰板的营业收入、营业利润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主要原因为森达装饰于2015年12月起纳入合并范围，

上期发生额中仅包含森达装饰2015年12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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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原因为森达装饰于2015年12月起纳入合并范围,上期发生额中仅包含森达装饰2015年12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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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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 

财政部于2016年12月3日发布了《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号），适用于2016年5月1日起发生的相关交易。

本公司执行该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1）将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项目。 

（2）将自2016年5月1日起经营活动发生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从“管理费用”项目重分类至“税

金及附加”项目，2016年5月1日之前发生的税费不予调整，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3）将已确认收入（或利得）但尚未发生增值税纳税义务而需于以后期间确认为销项税额的增值税额从“应交税费”

项目重分类至“其他流动负债”（或“其他非流动负债”）项目。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除上述变更外，公司不存在其他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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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详见本报告“第十一节、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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