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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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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闽发铝业 股票代码 002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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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孙明 陈春金 

办公地址 
福建省南安市南美综合开发区南洪路 24

号 
福建省南安市南美综合开发区南洪路24号 

电话 0595-86279713 0595-86279713 

电子信箱 minfaly@126.com 2685151664@qq.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的主营业务和产品主要是建筑铝型材、工业铝型材和建筑铝模板的研发、生产、销售。公司是国内行业中较早涉

足工业型材领域的企业之一，公司管理层顺应市场变化，积极调整产品结构，在开拓高端工业铝型材市场的同时，对原有建

筑铝型材市场不断深挖需求，充分发挥募投项目节能环保高性能铝合金建筑模板的应用范围。公司建筑铝型材主要用于房地

产开发、建筑工程、民用建筑、厂房、大型门窗、幕墙装饰公司、门店销售、零星门窗加工等。工业铝型材主要用于电子电

器、太阳能、5G基站建设、新能源汽车用铝、交通运输、家居、卫浴用品、体育用品等。 

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建筑铝型材、工业铝型材、建筑铝模板为一体的企业，受地区经济发展程度，铝合金型材

生产和销售存在明显的区域特征。公司所在的厦门、漳州、泉州即闽南金三角地区是福建省最大的工业型材需求市场，所处

地域拥有众多的应用工业型材和建筑铝型材企业，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市场优势，同时紧抓国家“一带一路”、自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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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海丝”核心区建设等机遇，凭借品牌的认知度和忠诚度以及良好技术和优质服务，建立立足福建，辐射浙江、上海、江

西、安徽、湖北、江苏、天津、北京、广东等发达省份的营销网络，并开拓东南亚、南美、东欧及中东地区等国外市场。公

司具体的研发、生产、销售模式如下： 

1、研发模式 

公司企业技术中心下属的研发部主要负责新产品的研发，技术部主要负责铝型材生产技术工艺的开发。公司在主动优

化产品结构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产品的功能和质量，使之更加符合客户的实际需求和个性化要求。截止至2019年12月31日，

公司在标准制修订领域，先后参加国际、国家、行业标准修订50项，拥有国家专利77项，其中发明专利8项，实用新型专利

60项，外观专利9项。 

2、生产模式 

公司的生产模式主要是以销定产。计划部门根据下单情况安排生产指令，生产部门根据生产指令组织生产工作。在生

产过程中采购部门加强了对供应商的筛选和考核，严控原材料质量关；品管部建立了以生产前的预控、生产中精细关键点的

控制为主，生产后严格检验为辅的质量控制体系；设备部门加强对生产设备的维修、维护和保养，保证生产开机需求。各个

部门相辅相成，严密合作，保证生产顺利进行。 

3、销售模式 

公司产品的销售市场包括国内、国外，采取了直销、经销商和专卖店等多种经营形式，建立从大中城市到城镇完整的

销售网络。销售区域覆盖华东、华北、华南，并出口到欧盟、南美洲、东南亚、中东地区等40余个国家和地区。公司在销售

中根据产能、资金、营销渠道等现有资源的实际情况、对市场进行合理布局，目前已经形成了以500公里最佳销售半径为主

（即福建市场），出口市场和华东发达地区（主要指上海、浙江、江苏）并举的良性市场格局。公司的直销模式，直接面对

“大客户、大工程”，针对此类客户，公司派出专门的技术团队，发挥公司技术研发优势，充分满足客户需求，在铝型材高端

领域建立起自己的品牌。针对其他一些大中城市客户，公司一般采用经销商模式。同时在确保大客户和经销商销售的前提下，

专卖店销售模式成为公司多种销售渠道的有益补充。而出口业务方面则主要通过参加国内外的展览会、侨亲人脉、网站宣传

及进出口贸易公司等方式，获得客户订单。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0,435,818.95元，同比增长了40.86%。，主要原因：公司加强成本管控，产

品毛利率水平同比上升；二是随着政府减税降费政策的落实，公司的税费成本降低；三是铝模板租赁收入增加，利润增长；

四是政府项目补贴同比增加；五是转让江西子公司部分股权，投资收益增加。 

（二）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我国铝及铝合金加工始于上世纪50年代，早期主要是以生产各类工业铝型材为主，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出现了建筑铝

型材。由于相关国家政策管制的放松，国内铝加工产品市场高速发展，近年来，行业已经逐步呈现出市场化程度高、产品同

质化竞争激烈、产量供大于求的特点，标志着铝加工行业已由成长期进入成熟期。 

公司产品建筑铝型材的生产和销售会受房地产行业市场影响，工业铝型材受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整体表现为周期性

特征较为明显。特别是下游建筑行业在第一季度开工相对不足的影响下，建筑铝型材的销售一般也比较低，呈现一定的季节

性特点。而工业铝型材的生产、销售主要受宏观经济景气程度的影响，经济增速放缓，需求不足，竞争激烈，毛利下降。 

公司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荣获“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国家企业技术中心”、“高新技术企业”等荣誉称号，是福建

省唯一获得“福建省铝型材星火行业技术创新中心”称号的企业，是海西板块的铝型材龙头企业，是第三届中国建筑铝型材十

强企业。公司立足福建，辐射浙江、上海、江西、安徽、湖北、江苏、天津、北京、广东等发达省份，具有较强的区域市场

优势。公司以此为基础，不断完善营销网络建设，国内销售已由华东已逐步向全国其他地区扩展，国外销售也已开拓东南亚、

南美、东欧及中东地区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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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3,303,287.51 1,426,114,894.34 2.61% 1,228,647,100.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435,818.95 35,806,342.32 40.86% 38,330,384.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8,753,814.44 37,108,259.97 4.43% 35,281,025.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7,393,335.91 -11,681,290.72 1,618.61% 18,198,832.0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4 25.00% 0.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4 25.00% 0.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7% 2.39% 1.08%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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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1,617,315,374.31 1,708,351,786.68 -5.33% 1,700,103,821.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88,099,273.19 1,502,366,328.93 -7.61% 1,483,381,19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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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001,507.32 349,288,826.87 394,521,457.91 473,491,495.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70,434.96 12,658,404.69 19,604,623.96 13,902,355.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31,618.17 12,856,837.04 17,994,398.28 5,370,960.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2,699,831.75 -31,558,439.33 97,203,490.44 -10,951,54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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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3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9,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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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天火 境内自然人 27.86% 275,310,000 275,310,000 质押 219,980,000 

黄文乐 境内自然人 7.18% 70,921,550 53,191,162 质押 70,419,997 

黄长远 境内自然人 5.61% 55,390,000 41,542,500 质押 38,000,000 

黄印电 境内自然人 5.61% 55,390,000 41,542,500   

黄文喜 境内自然人 5.05% 49,861,496 0 质押 47,239,999 

福建省闽发铝

业股份有限公

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64% 45,877,213 0   

黄秀兰 境内自然人 2.55% 25,200,000 0   

国通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国

通信托·紫金 12

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2.21% 21,797,300 0   

王建军 境内自然人 1.19% 11,805,850 0   

黄建德 境内自然人 0.96% 9,476,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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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天火，第二大股东黄文乐为黄天火之子，第三大股东黄

长远为黄天火之妹夫，第四大股东黄印电为黄天火之弟，第五大股东黄文喜为黄天火之子，

第六大股东黄秀兰为黄天火之妹，构成关联关系。2、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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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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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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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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严格的安全和环保监管政策、人力成本上升、中美贸易战等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及行业发展环境，

公司在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积极应对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不断深化改革、推动转型，各项

业务保持平稳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63,303,287.51元，同比增长2.61%；营业成本为1,304,356,868.98元，同

比增长1.1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0,435,818.95元，同比增长40.86%。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工作如下： 

1、加强企业管理，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2019年公司先后通过IATF16949汽车质量、知识产权、两化融合、安全评价等贯标认证和复评审核，引入专业团队提升

现场6S工作，公司日常管理更加专业化和精细化；面向公司员工征集合理化建议，实现内部管理效益改善。注重加强新品

研发，注重技术创新，提高核心竞争力，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先后参加国际、国家、行业标准修订50项。公司目前拥

有各种有效国家专利77项，其中发明专利8项，实用新型专利60项，外观专利9项。 

2、实现生产精细化管理，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梳理排产、人员调剂、模具管理和原材料保障岗位配合，释放单机产能，提高生产效率，特别是订单排产及时准确率、

超期订单及时跟踪率和模具上机合格率有了显著提升。同时新增大吨位、智能化挤压线，进一步扩大生产能力，并在行业中

首创实现铝型材喷涂前酸洗改碱洗工艺，不断提升生产工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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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规范公司治理，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 

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公司管理，结合公司实际经营发展需要与法律法规变化，进行相应的制度修改。同时持续坚持做好信息披

露和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报告期内，公司共发布公告61份，召开股东大会2次，董事会6次、监事会4次，参与投资者集体

接待日活动，及时回复互动易投资者问题，维护与投资者之间的友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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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铝型材销售 1,351,694,413.95 122,965,611.35 9.10% 0.83% 10.53% 0.80% 

铝锭、铝棒销售 4,389,231.90 66,872.30 1.52% 33.85% 72.37% 0.34% 

铝模板销售 9,856,263.46 3,163,114.97 32.09% -13.68% 6.12% 5.99% 

铝模板租赁 63,841,818.45 24,190,402.89 37.89% 79.10% 95.66% 3.21% 

铝模板安装 16,152,388.90 -66,397.49 -0.41% -7.69% -104.96% -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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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2019年4月30日，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要求对

已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应按如下规定编制财务报表： 

资产负债表中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增加“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反映资产负

债表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等；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拆分为“应付

票据”及“应付账款”。 

利润表中在投资收益项目下增加“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号填列）”的明细项目。 

2019年9月19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与

财会【2019】6号配套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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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根据财会【2019】6号、财会【2019】16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比较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财

务报表列报。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

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于2017

年5月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本公司于2019年1月1日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对会计政策的

相关内容进行调整，详见附注三、9。 

于2019年1月1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对金

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含减值）进行追溯调整，将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即2019年1月1日）的新

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2019年1月1日的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同时，本公司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 

2019年5月9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根据要求，本公司对2019

年1月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

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于2019年6月10日起执行本准则。 

2019年5月16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根据要求，本公司对2019年1月1

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于

2019年6月17日起执行本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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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本报告期内无新增子公司。 

②本报告期内减少子公司： 

序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报告期间 未纳入合并范围原因 

1 上海闽发经贸有限公司 闽发经贸 2019年 已注销 

2 江西闽发科技有限公司 闽发科技 2019年 控制权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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