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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01                           证券简称：九鼎新材                           公告编号：2018-28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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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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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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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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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种类、质量、规

模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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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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4,216,079.28 793,740,923.08 25.26% 687,965,225.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85,031.91 4,791,458.99 -166.47% 16,019,633.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166,347.31 -13,380,093.81 -35.77% 6,387,661.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4,074,892.50 55,964,114.71 139.57% 73,100,937.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2 -150.00% 0.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2 -150.00% 0.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6% 0.54% -0.90% 2.59%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2,740,929,575.85 2,422,061,473.44 13.17% 2,137,561,682.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80,118,423.66 882,211,363.90 -0.24% 880,488,83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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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548,175.49 242,302,667.49 263,633,891.38 301,731,344.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96,163.20 2,439,574.03 954,680.73 -8,575,449.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2,379.64 -3,318,378.62 -1,281,630.30 -13,728,718.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873,181.65 46,152,663.27 49,335,241.05 -8,286,19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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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6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8,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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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754,391 7,086,613 质押 43,404,813 

顾清波 境内自然人 3.98% 13,225,904 9,919,427 质押 9,331,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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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7,289,885 0  0 

王天龙 境内自然人 0.80% 2,660,000 0  0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粤财

信托－金牛 8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0.68% 2,247,700 0  0 

辛立柱 境内自然人 0.63% 2,100,280 0  0 

黄正侬 境内自然人 0.61% 2,034,000 0  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

回专用账户 
其他 0.50% 1,650,000 0  0 

杨勇 境内自然人 0.38% 1,270,667 0  0 

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光大信托－臻享 42 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38% 1,254,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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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856,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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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97,5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55,754,391 股；公司股东黄正侬除通过普通证券账

户持有 994,000 外，还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

有 1,04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03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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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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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公司面对国内外复杂的经济环境，紧紧围绕战略发展目标和年度工作计划，通过市场开拓、技术创新、管理提升，

努力消化制约发展的各种不利因素，坚持以卓越绩效管理模式为抓手，全面运行阿米巴小型经营体机制，不断提升组织的运

营效能，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2017年，公司通过与多家大学、智能制造公司开展产学研合作，引进了多名高级教授、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在主导产品生产

工艺智能化、自动化方面取得突破：砂轮网片智能化生产线已投入试运行，待成熟并全面推广后，将会有效地提高生产效率、

降低生产成本；玻璃纤维复合材料工艺技术机械化、智能化的研发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中试产品已达到设计要求。 

报告期内，公司如皋本部实现营业收入、净利润分别为77,937.98万元、2872.20万元，分别较上年增长24.26%、39.30%，其

中：砂轮网片继续保持着增长态势，实现销售收入21,897.30万元，同比增长17.11%；其他各类玻纤制品（如机织布、经编

布、缝编织物等）实现销售收入32,222.13万元，同比增长15.87%；玻璃纤维复合材料产品实现销售收入17792.27万元，同比

增长26.30%。 

报告期内，山东九鼎以市场匹配的原则进行了产品结构调整，取得一定成效，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2,536.84万元，同比增长

60.48%，报告期末存货较期初下降了37.44%，但净利润为-3,107.06万元， 同比下降69.68%。 

报告期内，公司（合并）实现营业总收入99,421.61万元，较上年增长25.26%，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分别为-854.50万元、-74.08万元、-318.50万元，分别较上年下降308.17%、108.89%、16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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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5,166,989.02 596,492,083.08 19.95% 161,773,243.34% 136,438,594.03% -1.19% 

玻璃钢制品 189,873,534.93 137,308,792.30 27.68% 1,016,999.82% -5,079,472.26% 3.08% 

其他业务收入 59,175,555.33 34,766,073.83 41.25% 37,684,913.04% 16,685,521.49% 2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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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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4月19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会计政策的议案》。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2017年4月28日，财政部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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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会[2017]13号），

对企业持有的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的分类、计量和列报以及终止经营的列报进行了规范，要求企业自2017年5月28日

起施行。 

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要求企业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并且企业应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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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施行日之间的政府补助根据准则进行调整。 

2017年12月25日，财务部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

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通知要求编制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2、会计政策变更主要内容： 

公司编制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按照未来适用法处理。 

资产负债表中新增“持有待售资产”、“持有待售负债”项目， 

在利润表中将部分原列示为“营业外收入”的资产处置损益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新增“资产处

置收益”、“其他收益”、“（一）持续经营净利润”、“（二）终止经营净利润”项目。 

3、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根据前述规定，公司于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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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受到风电市场低迷的影响，银川九鼎连续多年处于亏损状况，公司于2017年8月2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

议，同意将公司持有的银川九鼎60%股权作价人民币5万元出售给杭剑军先生，本次交易完成后，银川九鼎不再纳入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 

报告期内，银川九鼎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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