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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01                           证券简称：九鼎新材                           公告编号：2017-17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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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744,20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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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鼎新材 股票代码 00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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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正勇 李婵婵 

办公地址 江苏省如皋市中山东路 1 号 江苏省如皋市中山东路 1 号 

电话 0513-87530125 0513-87530125 

电子信箱 zyren@jiudinggroup.com licc@jiudinggroup.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玻璃纤维深加工制品、玻璃纤维复合材料以及高性能玻璃纤维、高性能玻璃纤维增强基材的制造和销售。 

产品类别 主要产品 应用领域 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行业地位 

玻璃纤维深加

工制品 

砂轮网片 树脂砂轮 
砂轮是先进制造不可或缺的基础工

具，市场需求稳定 

产品质量及规模处于

世界领先水平 

各类玻纤机织、

经编织物 

建筑、道路、交通、装修、装

饰以及航天、安全等领域 

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以及我国

“一带一路”等战略的实施，带动全球范

产品种类、质量、规

模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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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建筑、基础设施新一轮的发展，

将会为纺织型玻纤深加工制品提供广

阔的市场空间 

玻璃纤维复合

材料 

通用制品 汽车配件、轨道交通等领域 

随着机械化、智能化工艺技术的突破

和推广，将会取代人工为主的传统生

产方式，产品种类、质量及档次将会

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 

产品质量、规模处于

国内同行业前列 

格栅 化工、石油产业等领域 

拉挤型材 
化工行业、制造业、环保产业

等领域 

环保装备 废气处理、环保工程等领域 

贮罐 化工防腐等领域 

风电机舱罩、叶片 风力发电领域 

高性能玻璃纤

维及增强基材 

高模量玻璃纤维及

制品 

高弹性模量、高耐腐、高电绝

缘等应用领域 

随着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

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和新能源

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对

高性能玻璃纤维及基材有着持续而巨

大的需求 

填补国内空白 

连续毡 
陆上交通、轨道交通轻量化及

中高档玻璃纤维复合材料领域 
填补国内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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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3,740,923.08 687,965,225.38 15.38% 743,815,985.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91,458.99 16,019,633.17 -70.09% 10,554,821.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380,093.81 6,387,661.20 -309.47% 4,853,242.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964,114.71 73,100,937.11 -23.44% 19,265,291.1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7 -71.43% 0.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7 -71.43% 0.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4% 2.59% -2.05% 2.48%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2,422,061,473.44 2,137,561,682.61 13.31% 1,644,732,406.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82,211,363.90 880,488,832.03 0.20% 428,080,69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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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674,807.44 202,359,765.95 187,893,075.19 241,813,274.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43,417.33 4,014,610.57 1,659,898.80 -2,726,467.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91,711.58 682,906.51 -450,258.57 -14,404,453.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913.28 26,909,035.44 54,919,727.52 -25,816,73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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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7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5,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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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九鼎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6.85% 119,811,070 5,451,241 质押 62,451,241 

顾清波 境内自然人 3.98% 10,173,772 7,630,328 质押 7,178,000 

陆家嘴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陆

家嘴信托·浦银

1号单一资金信

托（注：员工持

股计划） 

其他 1.42% 3,634,304 0  0 

郑桂芝 境内自然人 0.92% 2,353,900 0  0 

黄正侬 境内自然人 0.90% 2,305,000 0  0 

林镇基 境内自然人 0.76% 1,950,238 0  0 

马洪亮 境内自然人 0.76% 1,946,000 0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消费增值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70% 1,799,919 0  0 

辛立柱 境内自然人 0.63% 1,610,000 0  0 

葛伟荣 境内自然人 0.42% 1,066,200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江苏九鼎集团有限公司、顾清波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一致行动，未知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江苏九鼎集团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83,736,070 股外，还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6,075,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19,811,070 股；公司股东

郑桂枝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353,900 股；公司股东马

洪亮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94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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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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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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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面对国内外复杂的经济形势，公司依据企业发展战略确定的战略目标和年度实施规划，

切实落实各项措施，公司经济整体上稳中有升。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9374.09万元 ，较上年增长15.38%，营业

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315.41万元、833.98万元、479.15万元，分别较上年下降138.84%、

54.89%、70.09%。 

回顾2016年，公司以深化卓越绩效管理模式为抓手，重点强化顾客与市场的需求识别，有针对性进行产品结构调整及技术升

级，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同时，全面试运行阿米巴小型经营体体制，配套改革薪酬模式，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员工的积极

性和创造性。公司全年经营情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传统优势产品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 

报告期内，纺织型玻纤深加工制品实现销售收入58,339.37万元，同比增长35.86%，毛利率达到21.14%，同比下降5.78%。其

中：砂轮网片继续保持着增长态势，实现销售收入16,330.35万元，同比增长9.71%；其他各类玻纤机织、经编织物实现销售

收入42,009.02万元，同比增长49.74 %。 

报告期内，公司花了一定的时间对玻璃纤维复合材料传统手糊工艺进行了流程再造，并着手机械化、智能化工艺技术研发与

调试，全年玻璃纤维复合材料产品实现销售收入18,885.65万元，同比下降16.23%，毛利率达到24.61%，同比增长2.8%。 

2、新产品工艺技术与市场开拓有喜有忧 

报告期内，山东九鼎年产5万吨高性能玻璃纤维池窑拉丝生产线全面投产，运行状况呈现以下特点：（1）生产工艺成熟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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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尚有一条通道未开通的情况下，日产量稳定达到170吨，超过设计产能；（2）产品质量达到设计要求，初步通过了国际认

证审核；（3）但受风电市场在2015年哄上之后2016年进入低谷的影响，上半年生产的风电用纱销售不理想，下半年，项目

开始以市场匹配的原则进行产品结构调整，第4季度出现了好的迹象，全年山东九鼎实现销售收入1.40亿元，净利润-1,831.11

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年产4000吨连续毡生产线全面投产，运行状况呈现以下特点：（1）产品质量基本达到国外标杆产品同等水

平，生产工艺逐步成熟、生产线运行稳定达标；（2）市场开发工作有序推进，国内外目标客户逐步进入试用及正常订货状

态；（3）我国玻璃纤维复合材料产业尚处于转型升级的初级阶段，传统玻璃纤维增强基材尚有实际且增长的市场需求，连

续毡作为高端高性能玻璃纤维增强基材取代传统产品需经历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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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纺织型玻纤深加工制品 583,393,745.68 460,053,489.05 21.14% 35.86% 46.60% -5.78% 

玻璃钢制品 188,856,535.11 142,388,264.56 24.61% -16.23% -19.19% 2.76% 

其他业务收入 21,490,642.29 18,080,552.34 15.87% -35.12% -11.60% -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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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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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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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经理办公会审

议通过 
税金及附加 

将自2016年5月1日起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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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经理办公会审

议通过 

调增税金及附加 2016 年金额

5,815,833.84元，调减管理费用

2016年金额5,815,833.84元 

2、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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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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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新增江苏世纪威能风电设备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德州世纪威能风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州世纪威能）于2016年7月29日共同设立江苏

世纪威能风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世纪威能）。江苏世纪威能设立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0万元，其中本公司

认缴出资人民币700.00万元，占江苏世纪威能注册资本70.00%；德州世纪威能认缴出资人民币300.00万元，占江苏世纪威能

注册资本30.00%。截至2016年12月31日，本公司与德州世纪威能尚未缴纳出资额，该公司目前未运营。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顾清波 

2017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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