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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60                          证券简称：常铝股份                          公告编号：2021 - 027 

江苏常铝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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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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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铝股份 股票代码 002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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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庆营  

办公地址 江苏省常熟市白茆镇西  

电话 0512-52359011  

电子信箱 wangqingying@alch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涵盖热传递材料、热传递设备综合解决方案和医疗健康系统洁净技术与污染控制整体解决方案

的两大业务领域。热传递业务领域主要涵盖空调与汽车两个领域，其中汽车热传递材料与设备分为传统能源汽车与新能源汽

车两个方向；空调产品主要为空调换热铝箔多个品种，用于空调器散热产品，合作伙伴包括大金、三菱、富士通、松下、美

的、格力等。汽车行业以提供汽车热交换材料、成套设备及整体解决方案为主，合作伙伴包括Valeo、Behr的全球采购体系，

中国重汽、北汽福田、徐工机械等；新能源动力电池散热系统方向主要围绕动力电池冷却模块材料、散热壳体、水冷板、电

池箔等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优化产品结构、完善产业链布局。公司从原材料端降低成本，对材料进行深加工增加附加值，下游

推进产品结构调整，促进创新转型，提升高附加值产品比例，从材料产品到设备产品、综合服务方案的转型升级过程是公司

不断提升竞争力，增强可持续经营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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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布局方面，全资子公司包头北方常铝作为公司的原材料、精加工基地，保障公司产业链原材料供应；常熟上市公司

本部及张家港新能源公司对合金材料进一步深加工、开发，满足空调领域、新能源板块客户热交换材料及热交换设备需求；

山东新合源公司主要涉足生产铝质高频焊管及冲压产品，用于下游汽车行业的散热器制造；泰安鼎鑫是集发动机冷却系统的

科研、开发、设计、制造、销售、服务为一体的专业化公司，主要产品为发动机散热器、中冷器及成套冷却模块等，满足商

用车、工程机械、农用机械和发电机组等领域。 

上海朗脉是公司洁净健康工程业务板块的主要经营主体，是为制药企业、医院医疗系统、食品工程企业提供专业的洁净

技术与污染控制整体解决方案的技术服务商。专注于解决药品生产过程中的“环境与药物污染控制”问题，为制药企业的生产

车间、实验室等“洁净区”提供涵盖洁净管道系统、洁净室系统、自控系统和洁净设备及材料等在内的全面的定制化技术服务，

以及集设计咨询、系统安装及调试、GMP验证等服务于一体的整体技术解决方案。确保制药企业的生产过程符合GMP标准

及工艺要求，满足客户的专业客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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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4,376,851,245.18 4,330,649,784.47 1.07% 4,137,649,981.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151,170.45 21,980,735.15 0.78% -430,349,492.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20,142.89 13,768,323.22 -108.86% -444,223,494.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7,794,984.50 269,038,872.58 -30.20% -100,663,901.4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79 0.0287 -2.79% -0.5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79 0.0287 -2.79% -0.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3% 0.75% -0.02% -14.18%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6,507,582,475.31 6,001,705,834.60 8.43% 6,399,315,028.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053,765,659.26 3,026,165,804.48 0.91% 2,905,065,814.6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805,513,004.26 907,034,134.50 1,163,613,610.31 1,500,690,496.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223,360.45 -42,433,389.61 -7,788,728.58 84,596,649.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665,746.88 -44,323,604.30 -7,503,779.35 65,453,688.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22,824.55 510,243.08 6,608,713.05 178,853,20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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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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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78,931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68,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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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熟市铝箔厂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33% 161,742,997  质押 22,029,900 

周卫平 境内自然人 4.06% 32,326,530 32,326,530   

张平 境内自然人 3.84% 30,552,284 22,914,213   

上海朗助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76% 21,920,070    

上海朗诣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53% 20,156,673    

朱明 境内自然人 1.61% 12,787,326 9,590,495   

常熟市鑫盛建

筑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1% 8,000,000    

常熟市发展投

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0% 7,986,288    

中航资本产业

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2% 7,355,072    

刘和明 境内自然人 0.52% 4,166,66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张平持有常熟市铝箔厂有限责任公司 30.32%股份，是常熟市铝箔厂有限责任

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一致行动人；上海朗诣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和上海朗

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均系王伟控制的企业，属于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持股股东中，股东刘和明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16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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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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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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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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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导致经济形势复杂严峻，同时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进出口受到较大制约，

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甚至有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经济负增长。 

在疫情和贸易摩擦双重冲击、全球经济下行的特殊环境里，在张平董事长的带领下，在上市公司董事会群策群力，集体决策

的正确指导下，上下团结一心，努力克服疫情带来的影响，在科学开展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应对各种挑战，攻坚克难，力

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满足客户需求。在多方共同努力下，公司生产经营     报告期内共实现营业收入 万元，净利润          

万元。 

在主业经营方面，公司坚定不移的围绕主营业务开展各项工作，继续推进“铝加工+大健康”双主业战略。公司经过多年

的行业经验积累与不懈努力，不断提升公司在工业热交换领域的优势地位。继续保持在空调热交换工业领域的高质量服务。

在汽车热交换工业领域，围绕汽车热交换材料、零件及部件，不断优化产品结构，增加研发投入，提升服务能力与服务质量；

调整产业产业结构，满足汽车领域热交换行业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持续跟踪新能源动力汽车发展的趋势，满足围绕动力电

池热传递方向的市场需求。 

铝加工产业维持平稳运营状态，保持集团公司的产业经营规模；在维稳产业规模的同时，持续推进产品结构调整与产

业结构升级，不断增加高附加值产品比重。 

以上海朗脉为主体的洁净工程板块，各项工作稳健推进，公司在巩固医药企业洁净工程的同时，发力医院洁净工程与食

品洁净工程业务，不断提升企业在洁净工程行业的综合决方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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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铝箔制品 3,967,334,829.56 3,437,364,172.83 13.36% 0.94% 2.91% 

医疗洁净 409,516,415.62 355,641,384.54 13.10% 2.35% 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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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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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常铝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29 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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