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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82                           证券简称：云海金属                           公告编号：2019-12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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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6422538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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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海金属 股票代码 002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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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剑飞 边玉玺 

办公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经济开发区秀山东路 9

号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经济开发区秀山东路 9

号 

电话 025-57234888 025-57234888 

电子信箱 fly@rsm.com.cn yunhai@rsm.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镁合金和铝合金在汽车轻量化领域的应用日益扩大，公司以此为契机，扩大产能，稳定行业供给，调

整产业结构，提高盈利能力，拓展应用领域，加快公司发展。 

公司的主要业务为有色金属的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务；主要产品为铝合金、镁合金、中间合金、镁铝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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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压铸件、镁铝合金挤压产品和金属锶等。公司的产品主要应用于汽车行业、3C领域及其它领域；公司是

集矿业开采、有色金属冶炼与加工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在稳定上游产品供应的基础上，着力发展和深化深加工产品，扩大深加工产品的规模，实现升级

转型。压铸目前以方向盘骨架为主要产品,同时公司开发了支架、箱体、壳体等镁合金部件；扬州瑞斯乐公

司生产的微通道空调扁管通过开发客户和拓展应用领域，销售量增幅较大；镁铝其他挤压产品逐步开发并

量产，扩大应用。 

公司始终把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作为核心发展战略，不断加大新技术、新产品研发力度，研发支出

逐年递增，已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等自主知识产权，并能有效控制生产成本，在镁还原和镁

合金生产领域逐步体现出优势和效益。 

2018年全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10,105.24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3.5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32,950.25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11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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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5,101,052,369.75 4,926,860,046.62 3.54% 4,048,091,669.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9,502,481.09 154,821,856.58 112.83% 169,302,171.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8,722,577.10 109,213,471.12 91.11% 150,031,143.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0,040,742.42 310,826,115.31 -71.03% 121,170,619.9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097 0.2395 112.82% 0.269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097 0.2395 112.82% 0.26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52% 10.43% 9.09% 13.24%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4,527,214,966.48 3,721,675,786.96 21.64% 3,486,351,175.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26,743,948.21 1,548,955,270.16 17.93% 1,426,452,68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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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7,972,410.08 1,284,011,251.05 1,368,756,323.90 1,290,312,384.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620,331.29 87,745,336.25 102,274,619.77 81,862,193.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979,935.21 47,209,835.57 65,398,562.56 82,134,243.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969,812.35 104,966,936.08 113,617,917.68 -139,513,92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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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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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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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18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6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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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小明 境内自然人 32.03% 207,059,050 155,294,287 质押 69,700,000 

上海固信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宣浦股

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5.45% 35,211,266 35,211,266   

孙讯 境内自然人 0.77% 4,995,204 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易

方达资源行业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53% 3,427,709 0   

东证资管－工

行－东方红 7

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0.52% 3,357,420 0   

诸天柏 境内自然人 0.48% 3,123,640 0   

刘小稻 境内自然人 0.46% 2,997,260 2,247,945   

余放 境内自然人 0.45% 2,940,000 0   

郭红奇 境内自然人 0.44% 2,831,498 0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

信量化先锋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43% 2,752,4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获知前 10 名普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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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红奇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831,498 股，侯建湘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股票 2,123,100 股，葛亮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88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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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4月1日起，《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正式实施，2019年

开始设立积分比例要求，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管理已经建立了长效机制，影响汽车产业格局，促进节能与新

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2019年国内部分城市率先开始实行汽车尾气排放按国六标准，随着新法规的实施

和排放标准升级，汽车轻量化需求更为迫切。 

公司的主产品镁合金和铝合金是汽车轻量化的主要材料，在保证材料供应的同时，公司加大向深加工

领域的投入，2018年内，公司加大压铸件新品开发，新增微通道扁管产线，在印度新建压铸公司，布局轮

毂产业。 此外，公司利用南京三厂区搬迁契机，整体调整产能结构、进行技术改造、产线升级，提升公

司综合竞争能力。 

2018年全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10,105.24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3.5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32,950.25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11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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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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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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色金属冶炼及

压延加工 
4,964,814,320.21 4,195,357,077.07 15.50% 4.56% 1.06% 2.93% 

镁合金产品 1,440,404,089.31 1,181,408,684.53 17.98% 8.70% 4.68% 3.15% 

铝合金产品 2,440,244,886.80 2,270,995,308.03 6.94% -4.32% -6.02% 1.69% 

金属锶 115,727,528.54 73,452,826.95 36.53% 29.52% 12.94% 9.32% 

中间合金 307,501,436.21 267,022,441.10 13.16% 28.87% 35.01% -3.96% 

空调扁管 234,134,115.36 169,792,094.47 27.48% 40.12% 38.22% 0.99% 

锌合金 9,400,301.03 7,745,052.00 17.61% 544.93% 704.38% -16.33% 

压铸件 182,995,829.33 145,619,080.49 20.42% -5.14% 3.50% -6.65% 

其他 234,406,133.63 79,321,589.50 66.16% 27.84% 0.27%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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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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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9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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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39.26% 至 -13.23% 

2019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

间（万元） 
3,500 至 5,000 

2018年 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5,762.0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要是上年同期收到政府拆迁补偿款，今年同期没有，导致报告期内归属

于母公司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报告期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

上年同期增加。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梅小明      

 

                                                          2019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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