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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84                           证券简称：江海股份                           公告编号：2022-005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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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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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420,936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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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513-86571812 0513-8657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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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铝电解电容器及材料、薄膜电容器、超级电容器仍为公司的主要业务，2021

年公司发展情况如下： 

   1、铝电解电容器 

2021年，工业类电容器比重超过75%，巩固和增强了大型铝电解在全球同行

业的竞争力。从下游应用看，新能源、工业控制等领域需求增长最为强劲，全

球光伏逆变器前10大厂商中已有7家成为了公司用户，该细分市场用量达到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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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的15%。存量市场占有率稳定提高，新兴市场和用户纷纷涌现，按销售收入

排名的前10大用户占总营收的35.2%，市场、用户结构更加优化。 

固态叠层高分子电容器（MLPC）经过产线的反复调整、材料工艺的不断优

化及市场、用户的持续拓展，产品技术性能、工业化等指标达到预期目标，2021

年月均出货660万只；固液混合电容器的技术工艺不断完善、应用前景更为广阔，

为公司战略发展该等产品奠定了良好基础。公司首个海外研发生产基地AICtech

的自身能力和在新能源、医疗、机器人、伺服等领域应用优势进一步发挥。 

2、铝电解电容器用化成箔和腐蚀箔 

2021年，公司化成箔和腐蚀箔的生产量分别为1,453万平方米和954万平方

米，同比分别增长23%和3%。双控带来的拉闸限电不仅减少产能发挥而且给产

品性能也造成影响，三季度开始的电价大幅度提高直接造成化成箔成本抬高50%

以上，也使外购化成箔变得困难。公司通过调整化成箔产品结构及与一些电极

箔厂商合作、合资以缓解这些影响，努力保障电容器的材料供应和性价比。 

3、薄膜电容器 

新能源、电动汽车等行业的大发展持续推高薄膜电容器的旺盛需求。优普

电子从基础管理入手，以大客户、项目化为抓手，稳步推进成本控制、品质管

控；新江海动力电子自产金属化膜的规格、良品率均有增加，产出提高了50%。

新建的分布式光伏用盒式薄膜电容器产线也已量产，大规模应用的前期工作顺

利推进。海美电子电动汽车驱动用薄膜电容器的技术性能和市场开拓取得可喜

进步，中标多个汽车品牌和电驱动器厂商项目。 

4、超级电容器 

超级电容器巩固和提升了其在智能表、轨道交通、电网等成熟市场的应用，

2021年因风电及一些新应用（项目）投入影响使江海储能年度收益未达预期。

但在港口机械、采掘装备、电网调频、油改电、电动大巴等领域已先行先试。 

5、综合管理 

公司梳理、完善、增添了贯穿整个运营管理方面的流程，推行卓越绩效管

理，获得2021年度“江苏省省长质量奖”。持续深化产学研合作，全面推进与西安

交大在人才培养、技术产品课题等方面合作。2021年度公司获得授权专利70件，

其中发明专利授权22件。公司“5G通信电源用耐125℃高温超长寿命高可靠铝电

解电容器研发及产业化”项目获得2021年度江苏省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立项。

获评 “江苏省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江苏省四星级上云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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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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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5,572,767,242.65 5,164,324,387.22 7.91% 4,500,961,413.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300,667,915.38 3,899,345,496.69 10.29% 3,428,815,556.80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3,549,683,268.85 2,635,045,312.40 34.71% 2,123,032,689.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4,923,029.42 372,810,676.22 16.66% 240,595,241.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11,804,129.16 289,876,258.44 42.06% 199,287,004.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0,825,301.16 286,134,268.62 8.63% 101,892,750.5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266 0.4556 15.58% 0.295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229 0.4474 16.88% 0.29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61% 10.19% 0.42% 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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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8,067,102.40 917,131,384.37 917,594,721.04 966,890,061.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2,639,454.12 121,472,898.68 122,258,921.33 108,551,755.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6,557,772.03 118,766,132.50 118,739,550.58 97,740,674.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7,164,612.22 22,912,840.35 96,427,987.49 94,319,8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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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82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5,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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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億威投資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31.26% 259,584,000 0   

朱祥 境内自然人 7.98% 66,238,913 0 质押 15,100,00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49% 20,716,435 0   

陈卫东 境内自然人 2.25% 18,687,348 14,015,511   

陆军 境内自然人 1.52% 12,611,040 9,458,28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兴全社会责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0% 10,0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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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兴全商业模

式优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LOF）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7% 8,026,863 0   

顾义明 境内自然人 0.72% 5,987,424 4,490,568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二组合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1% 5,877,187 0   

邵国柱 境内自然人 0.70% 5,834,784 4,894,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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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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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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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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