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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60                               证券简称：常铝股份                       公告编号：2020-043  

江苏常铝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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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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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珏清 

办公地址 江苏省常熟市白茆镇西 江苏省常熟市白茆镇西 

电话 051252359011 051252359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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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于铝板带箔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其产品涵盖空调铝箔、合金铝箔等多个品种，主要用于下游

空调器散热器和汽车热交换系统用铝材的生产制造，其中家电行业以空调生产商居多，如大金、三菱、富士通、松下、美的、

格力等，汽车行业以汽车热交换系统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居多，如Valeo、Behr的全球采购体系。 



江苏常铝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山东新合源位于上市公司的产业链下游，主要生产铝质高频焊管，用于下游汽车行业的散热器制造，客户集中于为整车

厂商配套的汽车用散热器供应商。目前，山东新合源新建冲压项目已经量产，客户订单量在逐步提高。 

泰安鼎鑫冷却器有限公司是一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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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主要应用于商用车、农用机械、工程机械和发电机组等领域。 

通过产业链的向下延伸，公司“铝加工”业务逐步实现向产品附加值高的产品结构调整，公司铝加工产品的计价单位也

逐步从“按吨计价”到“按公斤计价”再到“按个计价”的转换，公司产品的毛利率随着产品加工程度的提升逐步提高。 

上海朗脉是为制药企业提供洁净技术与污染控制整体解决方案的技术服务型企业，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解决药品生产

过程中的“环境与药物污染控制”问题，旨在最大限度地降低药品生产过程中的污染、交叉污染、混药及人为差错等风险，

确保持续稳定地生产出符合预定用途和注册要求的药品，确保制药企业的生产过程符合GMP标准及工艺要求。公司的主营业

务是按照相关GMP标准和客户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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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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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4,330,649,784.47 4,137,649,981.51 4.66% 4,063,850,376.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980,735.15 -430,349,492.60 105.11% 170,629,521.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768,323.22 -444,223,494.39 103.10% 156,588,413.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9,038,872.58 -100,663,901.40 367.26% -253,219,805.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59 105.08% 0.2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59 105.08% 0.2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5% -14.18% 14.93% 5.24%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6,001,705,834.60 6,399,315,028.51 -6.21% 6,525,854,262.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026,165,804.48 2,905,065,814.63 4.17% 3,283,035,24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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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3,097,271.43 1,126,974,443.96 1,004,776,198.17 1,155,801,870.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476,641.05 26,351,488.36 3,855,760.98 10,250,126.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811,452.80 25,682,545.21 1,710,161.40 6,187,069.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82,853.41 2,421,058.04 40,696,477.85 221,138,48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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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1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3,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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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1% 185,457,926  质押 112,029,900 

上海朗诣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51% 43,860,873  质押 31,599,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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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常春藤投

资控股有限公

司－常春藤 20

期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3.84% 30,511,065    

上海朗助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27% 26,014,169  质押 26,009,994 

朱明 境内自然人 2.14% 17,047,326 16,700,494 质押 14,799,900 

常熟市发展投

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0% 15,942,028 15,942,028   

中航新兴产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5% 14,710,144 14,710,144   

浙江赛康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3% 12,206,55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海朗诣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朗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朱明系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

易对手，通过发行股份成为上市公司股东；上海常春藤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常春藤 20 期证券

投资基金、张怀斌、常熟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中航新兴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系参与认购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而成为上市公司股东。上市公司持股限售期限参见巨潮资讯网相关公告。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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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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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度，对常铝股份来讲，是充满挑战的一年，国内经济形势下行压力不减，空调、汽车两大行业需求疲软。中美贸

易战冲突不断，经营环境不佳，对加工行业，汽车零部件行业外销影响较大。 

本年度也是公司上下奋勇进取的一年，2018年度因计提商誉减值等原因，公司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亏损，经营基础

较差，2019年在开局较为艰难的情况下，常铝集团上下团结一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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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员工攻坚克难，兢兢业业，通过全年的不懈努力，取得了来之不易的一些成绩，集团公司全年合

并营业收入43.31亿元，同比增长4.66%；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2198.07万元，实现扭亏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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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20年重点工作情况 

在新的经营环境及市场形势下，常铝股份总的工作方针是总体保持稳定经营，各业务板块做好内部产业协同；做好风险

管控。围绕以下重点工作展开： 

（1）“抢订单、争市场”。争取市场份额保企业持续发展，没有订单就没有企业生存发展的基础，要想尽一切办法“拿订

单，抢饭吃”。尤其是合金材料方面，想方设法扩大市场份额。加强汽车尤其是新能源汽车领域零件、部件方面的准备与布

局，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2）做好内控管理，打好“质量管控阻击战” 

在企业产品的生产流转过程中，为确保最大程度的服务好客户，满足在手订单情况需求；要求公司各部门在经营过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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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贯彻 “三不”原则，不合格产品不生产、不合格产品不流转、不合格产品不出厂。 

（3）各子公司要继续贯彻“强化产业协同，内部抱团取暖” 的指导思想 

在新的的市场形势下，集团公司下属各子公司之间，要发挥产业链协同优势，克服不利市场因素，发挥从材料生产、研

发到零件、部件设备开发的协同优势，把集团公司各板块内部的长处发挥出来，服务好客户，赢得市场。 

（4）贯彻落实好董事会“稳经营、调结构”的指导思想 

今年总体经营形势不容乐观，在确保经营大局稳定的同时，做好调整产品结构，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强化巩固公司在工

业热传递领域综合方案解决商的地位。一方面，巩固在空调热传递工业领域的传统市场地位，另一方面，加强汽车（包括新

能源汽车）领域热传递材料、零件及部件市场的拓展，向产业链下游高附加值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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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铝箔制品 3,930,783,939.94 62,350,818.88 15.03% 5.17% 119.95% 0.41% 

医疗洁净 399,865,844.53 23,320,394.79 19.31% -0.10% 696.43%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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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

公司对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列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

“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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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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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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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 □ 否  

报告期内，艾酷沃（山东）新材料有限公司、山东朗脉洁净技术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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