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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84                           证券简称：江海股份                           公告编号：2018-008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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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5,155,441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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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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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公司合并报表实现营业收入1,666,811,782.97元，同比2016年增长36.2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190,028,633.11元，同比2016年增长27.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3,115,899,537.23元，

同比2016年增长4.72%。重点做好了以下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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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把握了优势产品高压大型电容器市场需求旺盛的机会，扩大了市场占有率和覆盖率。 

2、薄膜电容器已真正进入量产创利阶段，自动化程度和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电网、军工等应用领

域的研发和市场跟进效果良好，与优普电子的协同效应逐步体现。 

3、超级电容器特别是锂离子超级电容器在车辆、风电、数据中心、电梯、智能电网、电动工具、军

工等几大应用领域取得积极进展，奠定了大规模应用基础。 

4、超级电容器和湖北海成电子小型铝电解电容器项目建设抓紧推进，焊针式铝电解电容器已扩产

30%，为公司三大产品群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5、OHSAS的认证工作已在海立公司先行试点，员工健康、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方面的工作明显加

强，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步发展。 

6、斥资十亿日元收购ELNA公司的股权，为提升车载电容技术打下了基础。 

7、成为中国电子元器件行业协会的轮值理事长单位、参与起草了固态电容器国家标准、通过江苏省

重点培育和发展的国际知名品牌的复评、申请了多项专利，荣获南通市市长质量奖的现场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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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1,666,811,782.97 1,223,618,895.01 36.22% 1,091,288,285.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0,028,633.11 149,046,614.18 27.50% 129,072,823.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6,033,815.67 129,665,406.33 12.62% 113,611,224.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9,285,382.90 175,763,704.15 36.14% 123,344,942.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31 0.2033 14.66% 0.24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31 0.2033 14.66% 0.24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26% 7.01% -0.75% 7.95%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3,847,939,889.25 3,477,938,788.43 10.64% 2,051,144,145.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115,899,537.23 2,975,316,885.90 4.72% 1,677,703,1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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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088,073.13 403,891,034.73 413,974,255.77 513,858,419.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197,524.55 58,949,623.01 58,969,680.56 42,920,049.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866,618.04 37,949,726.59 48,911,050.94 27,137,55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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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580,058.41 64,436,251.38 71,316,811.00 73,572,33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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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1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3,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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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億威投資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31.84% 259,584,000 0   

朱祥 境内自然人 10.37% 84,553,846 0 冻结 61,010,000 

陈卫东 境内自然人 2.25% 18,327,348 13,827,840   

安徽中安资本

投资基金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89% 15,366,429 0   

陆军 境内自然人 1.55% 12,611,040 10,433,280   

西藏自治区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1% 12,293,143 0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四组合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0% 8,990,811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03% 8,366,800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景顺长城量

化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9% 7,237,629 0   

邵国柱 境内自然人 0.88% 7,154,784 5,366,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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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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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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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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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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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7 %，而工业类电容器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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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5%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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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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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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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8,014,203.17 329,226,222.44 23.89% 39.84% 30.23% -1.76% 

化成箔 264,330,318.60 70,039,132.28 26.50% 24.72% 13.97%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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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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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 

2017年4月28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

营）》，要求自2017年5月28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对于准则施行日存在的持

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对《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进行了修订，要求自2017年6月12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并要求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

处理，对2017年1月1日至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修订后准则进行调整。 

2017年12月25日财政部发布财会〔2017〕30号《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针对2017年施行的《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和《企业会计

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新增了“其他收益”、“资产

处置收益”、“（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和“（二）终止经营净利润等报表项目，并对营业外收支的核算范围

进行了调整。 

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17年8月22日决议通过及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8

年4月10日决议通过，本公司按照准则生效日期开始执行前述新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并根据各准

则衔接要求进行了调整，采用上述企业会计准则后的主要会计政策已在附注三各相关项目中列示。公司管

理层认为前述准则的采用未对本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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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新增优普电子（苏州）有限公司（2017年1月3日，南通新江海动力电子有限公司支付了首期款9,000.00

万元，并于2017年1月10日完成了公司法人变更并重新确认了董事会成员。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

规定，本次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日确定为2017年1月1日。） 

2、本期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孙公司南通江海电容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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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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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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