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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24                           证券简称：和胜股份                           公告编号：2017-053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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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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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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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胜股份 股票代码 002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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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红湘 丁亮 

办公地址 中山市三乡镇前陇工业区美源路 5 号 中山市三乡镇前陇工业区美源路 5 号 

电话 0760-86893888-856、0760-86283816 0760-86893888-856、0760-86283816 

电子信箱 zouhongxiang@hoshion.com dingliang@hoshion.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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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94,148,185.21 369,265,836.83 6.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6,188,202.11 38,162,084.69 -5.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1,553,262.97 38,081,995.86 -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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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3,641,668.56 -8,480,753.31 -378.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 0.42 -30.9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 0.42 -30.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4% 10.05% -4.6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785,581,024.62 621,196,059.78 26.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08,181,432.62 425,580,888.66 66.4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3,74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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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建湘 境内自然人 30.59% 55,054,624 55,054,624 质押 9,900,000 

霍润 境内自然人 11.89% 21,395,421 21,395,421   

金炯 境内自然人 11.00% 19,805,298 19,805,298 质押 1,260,000 

黄嘉辉 境内自然人 5.44% 9,791,964 9,791,964   

李江 境内自然人 4.62% 8,310,028 8,310,028   

宾建存 境内自然人 4.56% 8,206,222 8,206,222   

李清 境内自然人 3.71% 6,670,970 6,670,970   

张良 境内自然人 2.29% 4,130,429 4,130,429 质押 615,000 

唐启宙 境内自然人 0.56% 999,771 999,771   

黄超超 境外法人 0.36% 644,15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李建湘，第五大股东李江为李建湘之胞弟，第六大股

东宾建存为李建湘之姐夫，第七大股东李清为李建湘之胞妹，第八大股东张良为李建湘之

表妹夫；第二大股东霍润为第四大股东黄嘉辉的母亲。以上构成关联关系。2、公司未知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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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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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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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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上半年公司主动适应市场行情的变化，紧密围绕 2017 年度经营目标积极稳步开展

各项工作。2017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总销售额 39,414.82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488.23 万元，

同比增长 6.74%。实现净利润额 3,618.82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97.39 万元，同比下降 5.17%。 

2017年上半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同比有所增长，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加大了汽车部件行业

的开发力度，重点加大了新能源汽车配件及配套产品的开发和销售；另一方面继续加大了深

加工产品的开发力度，拓展了一些附加值高的深加工产品，耐用消费品类产品收入同比有所

增长；2017年上半年公司继续加大对电子消费品的市场拓展力度，但由于部分电子消费品出

现季节性波动导致电子消费品类产品的销量及收入未达到预期的目标。受此影响，公司新增

27#、28#挤压生产线产出未达到预期效果，固定成本上升，导致营业成本上升的幅度大于收

入增长的幅度，净利润同比略有下降。 

     报告期，公司整体管理经营情况如下： 

     1、公司业务的拓展情况 

     2017年上半年我司继续贯彻执行产品结构调整的市场策略，淘汰部分附加值低的传统行

业，同时加大对深加工客户的开发力度，在整体市场环境更加恶劣的情况下实现了总销售额

的增长。 

（1）电子消费品： 

加大电子消费品行业的拓展力度，确保HDE行业收入较去年同期有大幅增长，但由于部

分产品出现季节性波动，导致2017年上半年电子消费品销售收入总体有所下滑。公司电子消

费品及主要产品收入占比及增长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1-6月 2016年1-6月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主营业务收入 384,012,631.56 100% 358,617,665.44 100% 

电子消费品 200,583,696.60 52.23% 219,892,432.34 61.32%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1-6月 2016年1-6月 

金额 环比增长 金额 环比增长 

主营业务收入 384,012,631.56 7.08% 358,617,665.44 - 

电子消费品 200,583,696.60 -8.78% 219,892,432.34 - 

    （2）汽车零部件 

    报告期，公司加大汽车部件行业的开发力度，重点落实开发新能源汽车配件及汽车锻造

材。2017年上半年汽车部品销量总体大幅增长，增长最多的是汽车天窗导轨，电池外壳和汽

车热交换器多孔扁管销量较去年同期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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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汽车零部件产品收入占比及增长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1-6月 2016年1-6月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主营业务收入 384,012,631.56 100% 358,617,665.44 100% 

汽车零部件 40,171,840.91 10.46% 25,603,745.09 7.14%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1-6月 2016年1-6月 

金额 环比增长 金额 环比增长 

主营业务收入 384,012,631.56 7.08% 358,617,665.44 - 

汽车零部件 40,171,840.91 56.90% 25,603,745.09 - 

    （3）耐用消费品 

报告期内，公司对产品结构有所调整，拓展一些高附加值类型产品，导入附加值高的深

加工一条龙产品，耐用消费品类产品整体收入有大幅增长，主要是婴儿车、卫浴产品等行业

较去年同期收入均有大幅增长。 

  公司耐用消费品收入占比及增长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1-6月 2016年1-6月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主营业务收入 384,012,631.56 100% 358,617,665.44 100% 

耐用消费品 120,998,435.76 31.51% 93,226,549.53 26.00%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1-6月 2016年1-6月 

金额 环比增

长 

金额 环比增长 

主营业务收入 384,012,631.56 7.08% 358,617,665.44 - 

耐用消费品 120,998,435.76 29.79% 93,226,549.53 - 

 

（4）报告期，瑞泰铝业在满足母公司对铝棒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加大了对外销售铝棒的

市场拓展，2017年上半年瑞泰铝业实现销售收入人民币1284万元，同比增长14%。 

2、生产制造情况 

（1）公司产能、产量、销量情况 

  公司的产能、产量、销量如下表所示： 

                                                                                  单位：吨 

项目 2017年1-6月 2016年1-6月 

产能 19,720 17930  

产量 14,435 15259  

产能利用率 73.20% 85.11% 

销量 13,899 14675  

产销率 96.28% 9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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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上半年公司产能较去年同期均有所增加，主要是新投入生产线加大了电子消费品

以及汽车部品的产能。2017年上半年公司产量、销量较去年同期均有所下降，下降的主要原

因是部分产品出现季节性波动。 

   （2）设备投入及募投项目的进度情况 

随着下游市场的发展，公司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客户需求量也不断增加，为了满足下游

应用领域发展对高端铝挤压材的需求，公司为了突破现有产能瓶颈，继续加大对生产设备的

投入，提高公司高端铝挤压材产品的生产加工制造能力。2017年上半年瑞泰子公司加大对铝

棒熔炼铸造生产设备的投入，确保铸棒供应和满足对外销售的需求；随着汽车用铝、电子消

费品的需求的不断扩大，2017年上半年公司已投资两条挤压生产线。 

 募投项目在公司上市前已自筹资金开工建设，目前部分厂房已经建成，且已经购置了部分

挤压生产设备投入生产。报告期内仍有部分生产设备投入使用，2017年上半年募投项目共累

计投资607.82万元，其中新增加一条28号挤压生产线和一条29号挤压生产线，截至报告期末

28号生产线已投入生产，29号生产线计划将在2017年9月设备到厂后进行安装调试，11月份开

始正式投产。另外，募投项目二期建设工程（包括高端工业铝型材生产建设项目二期工程和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预计将在2017年底之前开始动工。  

(3) 安全生产情况 

 为强化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加强职业危害防护工作，公司在2017年上半年成立安环办，由

总经理助理担任安全环保总监，下设安全环保经理及安环专员，负责推动及提升全员安全生

产意识。建立及完善各项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岗位安全操作规程、设备标准操作程序，从管

理、人员及设备等规范及强化，从而防止事故产生保证员工安全。另外，为提升全员安全生

产意识，定期开展安全意识培训，强化安全意识及责任感；定期开展隐患排查治理，杜绝各

类安全隐患，加强对职业危害防护工作日常检查工作，提升员工对职业危害防护意识，杜绝

了职业危害对员工的伤害。2017年上半年公司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 

 3、加强品质保障体系的建设 

 报告期，公司在生产整个过程中严格的执行国际、国家和行业内的相关标准，按照技术标

准和客户要求，建立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及产品检验体系，从来料控制、材料标准制作、生

产品质管理、产品性能测试、最终产品抽检等一系列环节都实施了严格的质量管理措施，保

证了产品的质量。公司建立了营销、技术、品质为一体的售后服务体系，负责公司产品的售

后服务、技术支持与维护保障、市场信息反馈、客户意见收集、产品异常与退货处理。售后

服务体系对存在的质量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和预防措施，以确保质量保

证体系有效运行，保证产品质量。 

    4、技术管理及创新成果 

 报告期，公司共投入研发费用1093.72万元，占营业收入39414.82万元的2.8%。截至报告

期末，公司共计申请专利发明专利9件，授权发明专利3件，申请实用新型专利5件，授权实用

新型专利2件。 

 在技术研发方面，公司不断加强新材料的开发力度和重大研发项目的推进。2017年上半年

推动实施立项14件重大研发项目，其中基础技术研发项目7项，产品开发项目7项，主要包括

具有战略意义的新材料、新工艺、挤压成型、深加工、模具等先进技术和重点新产品的研究

与开发。在技术管理方面加强了对知识产权保护、技术成果、技术活动的管理。报告期内，

积极开展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协同创新合作，与中南大学、广东省材料与加工研究所开展产

学研合作共同申报广东省应用型科技研发专项资金项目《新一代智能手机用高强韧铝合金材

料的研发与产业化》，与中南大学、广东省材料与加工研究所、广东省工业分析检测中心等

开展产学研合作共建《中山市铝镁轻金属材料及应用协同创新中心》。  

 5、公司规范运作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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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一直致力于完善管理体系和提升管理效率，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严格按照

上市公司的标准规范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运作和公司经理层工作制度，健全公司内控

管理体系，建立了科学有效的决策机制、快速市场反应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 为了进一步完

善公司治理结构，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继续利用总经理办公会议这个平台，通过经

营管理团队每个成员的智慧，提出了比较客观的意见和做出快速而正确的决策，提升了整体

效率。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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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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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建湘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五号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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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