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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60                             证券简称：常铝股份                         公告编号：2022-014 

江苏常铝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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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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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晓丹（证券助理） 

办公地址 江苏省常熟市白茆镇西 江苏省常熟市白茆镇西 

传真 0512-52892675 0512-52892675 

电话 0512-52359011 0512-52359011 

电子信箱 wangqingying@alcha.com zongxiaodan@alch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工业热传递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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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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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产品，合作伙伴包括大金、三菱、富士通、松下、美的、格力等主

流空调主机厂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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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汽、

北汽福田、徐工机械、三一重工、比亚迪、蔚来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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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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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进产品结构优化、完善产业链布局的战略。公司尝试再生铝的投入使用，从材料端降低成本；对

材料进行深加工提升附加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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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从材料产品到设备产品

以及提供综合服务方案的转型升，持续提升公司竞争力，增强可持续经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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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7,100,616,697.41 6,507,582,475.31 9.11% 6,001,705,834.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149,201,326.74 3,053,765,659.26 3.13% 3,026,165,804.48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6,233,353,171.94 4,376,851,245.18 42.42% 4,330,649,784.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3,935,477.08 22,151,170.45 369.21% 21,980,735.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2,233,542.04 -1,220,142.89 7,659.24% 13,768,323.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7,751,890.51 187,794,984.50 -141.40% 269,038,872.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06 0.0279 368.10% 0.028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06 0.0279 368.10% 0.02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5% 0.73% 2.62%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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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2,913,248.77 1,598,238,982.36 1,592,875,776.41 1,709,325,164.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174,126.67 35,311,591.51 24,393,604.97 16,056,153.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609,485.05 34,084,471.19 19,589,457.78 11,950,128.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825,208.88 -1,357,740.96 1,557,773.59 -91,777,13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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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13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60,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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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熟市铝箔厂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59% 84,290,619    

齐鲁财金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00% 71,602,378    

周卫平 境内自然人 4.06% 32,326,530    

张平 境内自然人 3.84% 30,552,284    

李莹 境内自然人 1.96% 15,556,673    

常熟市鑫盛建

筑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3% 13,800,000    

朱明 境内自然人 1.21% 9,607,326    

上海朗助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7% 6,126,215    

兰薇 境内自然人 0.43% 3,434,335    

古钰磊 境内自然人 0.40% 3,18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兰薇、王伟系夫妻关系，且朗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系王伟控制的企业，

三方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2、2021 年 11 月 26 日，根据公司控股股东铝箔厂、实际控制人张平先生与齐鲁财金签订的《股

份转让协议》：铝箔厂向齐鲁财金协议转让其持有公司的 71,602,378（占公司总股本的 9%）

股无限售流通股。同日签订了《表决权委托协议》，铝箔厂自愿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84,290,619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0.59%）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齐鲁财金行使，委托期限不低于 18

个月，表决权委托期间铝箔厂和齐鲁财金双方构成一致行动关系，表决权委托结束之日，双

方的一致行动关系自动终止。2021 年 12 月 17 日，协议转让股份完成过户登记手续，表决权

委托生效，公司控股股东将由铝箔厂变更为齐鲁财金，实际控制人由张平先生变更为济南市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3、除上述关联关系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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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持股股东中，股东兰薇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0,000 

股，股东徐佳莺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833,800 股，股东张仕春通过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 2,61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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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2021年11月26日，公司控股股东常熟市铝箔厂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铝箔厂”）、实际控制人张平先生与齐

鲁财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齐鲁财金受让铝箔厂持有的71,602,378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9

%，同日，铝箔厂与齐鲁财金签订了《表决权委托协议》，自本次协议转让股份办理完毕过户登记手续之日起，铝箔厂自

愿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84,290,619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0.59%），齐鲁财金共计持有上市公司总股本19.59%的表决权

，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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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1月27日，公司披露关常铝股份控制权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司控股股东铝箔厂与齐鲁财金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表决权委托协议》，上述股份转让完成及表决权委托生效后，公司控股股东将由铝箔厂变更为齐鲁财金，实际控制人由张

平先生变更为济南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江苏常铝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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