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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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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董事会研究，公司拟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991,76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 元（含税）分配，共计分配利润 9,917,600.00 元。本年度不送股，不转

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全部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吉鑫科技 60121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陶芸 孙婷 

办公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云亭街道工业园区那巷

路8号 

江苏省江阴市云亭街道工业

园区那巷路8号 

电话 0510-86157378 0510-86157378 

电子信箱 jixin@sinojit.com jixin@sinojit.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主要业务 
公司是专注于大型风力发电机组用铸件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及销售服务为一体的高新

技术企业，主要产品为 750KW-10MW 风力发电机组用轮毂、底座、轴、轴承座等系列产品。 

轮毂 底座 轴承座 轴 



    

公司研发实力雄厚，形成了开放合作的自主研发模式，掌握了大型风力发电机组铸件的关键

核心技术，成为“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依托技术研发优势，通过多年的创新奋进，

公司成功打造“吉鑫”品牌，向国内外著名风电企业提供优质产品。公司多次获得客户颁发的最

佳供应商称号，吉鑫产品获“江苏名牌产品”和“江苏省重点培育和发展的国际知名品牌”称号。 

公司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生产线，具备大型风电铸件从工艺设计、模具设计制造、毛坯铸造、

机加工到表面处理的一条龙配套生产能力。公司具有完备的质量管理体系，积极推行“质量第一、

用户至上”的方针，严格执行产品的过程控制和质量追溯，通过了中国船级社 ISO9001:2008、

ISO14001:2004、GB/T28001-2001 三个体系认证。 

近年，在巩固风电零部件市场的同时，公司正在积极开拓风电场业务，已取得 60MW、40MW

风电场项目的投资核准证，2018 年公司将继续大力推进上述风电场项目的建设，争取早日完工。 
 

2、经营模式 

公司提供的产品均为非标准化产品，不同客户对风电铸件外观形状、性能有不同的要求，因

此其应用具有很强的专用性，这决定了公司经营中的“量身定制、订单生产、以销定产”的经营

模式。 

公司通过与整机厂商 “一对一”的谈判或“招投标”方式获得销售订单。自取得订单至完成

销售可分为新产品设计开发、样品试制阶段、批量生产阶段以及产品交付阶段。具体业务流程如

下： 

 
公司目前已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适合风电铸件行业的采购、生产及销售体系，具体经营模

式如下： 

（1）采购模式 

公司主要原辅材料包括生铁、废钢、树脂、孕育剂、球化剂等，以上原辅材料供应充足，主

要按市场价格在国内向供应商直接采购。 

为了加强对采购环节管理，公司经过严格筛选，建立了合格供应商名单，定期了解原材料供

应商的财务状况和供货能力，与主要供应商建立了长期友好合作关系。对大宗物资采购通过招投

标方式进行，保证原材料供应的及时性和可靠性，建立稳定的采购渠道。目前，公司已形成了一

整套完善的原材料采购流程，涵盖计划、招标、议价、验货、交付、存货管理等各个环节，建立

了科学合理的原辅料采购成本控制体系和供应商管理体系，从而通过制度保证确保原材料供应稳

定可靠。 

（2）生产模式 

因不同客户对风电铸件产品的外观尺寸和性能指标均有不同的要求，公司按照客户的订单来

安排生产计划，实行“以销定产”的模式，一方面可以使公司根据客户的实际需求安排生产，实

现产品的及时供应，避免产成品形成库存；另一方面，公司根据生产计划及时安排原材料和各项

能源采购，保障合理库存，避免原材料大量库存对流动资金的占用，保障了公司对流动资产管理

的高效率。 

同时，公司对自产不足的模具从外部采购，机加工能力不足的部分采用外协方式进行生产。

公司与主要外协单位签订了长期委托加工协议，同时派驻质检人员现场监督检查，确保产品质量

合格达标。 

（3）销售模式 

公司通过“一对一”谈判或招投标方式获得订单。因公司产品是非标定制产品，所以全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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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直销方式销售给风电整机厂商。公司与国内外著名风电整机厂商签订长期框架性供货协议，建

立了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在具体生产前，通过年度、季度或月度订单方式对具体供货内容进行

再次确认，公司据此组织生产并完成销售。 

公司产品均为定制非标件，通过与客户协商确定产品销售价格。公司在确定谈判价格时主要

结合原材料成本、工艺研发、模具制备、加工费用、表面处理费用、包装运输费用、产品技术附

加值等因素综合考虑，同时参考市场价格进行谈判报价。 

公司产品销售按公司是否承担送货义务划分为公司配送和客户自提；按销售区域划分为境内

销售和境外销售。若由公司提供配送服务的，公司在按合同约定将产品交付至客户指定地点并由

客户确认接受后确认收入；客户自提的，在公司厂区内完成交付，公司据此确认收入。境外销售

且由公司承担交货至指定地点义务的，按合同约定采用 FOB、FCA 等方式确定风险义务的转移，

风险义务转移的同时公司确认收入。 

公司产品付款方式因境内外销售而异。境外销售无质保金约定，结算方式通常为电汇（T/T）

和信用证（L/C）方式。电汇（T/T）结算方式下通常在公司发货或客户收货后一段时间支付全部

合同价款。境内销售均约定质保金条款，通常按产品生产、交付等分阶段付款，质保金在质保期

满后，产品未发生质量问题时支付。 
 

3、行业情况 

根据 2017 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_T 4754—2017），公司所处行业为专用设备制造业。我国

现已形成较为完备的叶片、电机、齿轮箱、轴承、控制系统、塔架、轮毂等主要风电零部件生产

体系。公司主要为国内外大型风电整机制造企业配套轮毂、底座等铸件产品，因此所处细分行业

为风电零部件制造行业中的风电铸件行业。 

2017 年，全球风电行业整体发展平稳，行业逐步回暖，但受到国家供给侧改革以及环保政策

持续高压等影响，生铁、废钢、树脂等主要原材料的大幅上涨，对行业影响较大。 

（1）全球风电新增容量仍保持强劲势头 

2017 年，全球风电新增装机容量 52,570 兆瓦，累计装机容量达到 539,580 兆瓦。中国新增容

量占全球新增总量的 37%，位列第一；美国新增装机容量 7,017 兆瓦位列第二；德国以 6,581 兆瓦

位列第三；英国新增装机容量也非常强劲，以 4,270 兆瓦位列第四。全球海上风电新增装机容量

4,331 兆瓦，同比增长 95%。英国、德国和中国依次位列前三，分别占全球海上风电新增总量的

39%、29%和 27%。（数据来自全球风能理事会）。 

（2）国内风电回归平稳发展趋势 

2017 年，中国风电新增装机容量 19,500 兆瓦，同比下降 16%；新增并网容量 15,030 兆瓦，

同比下降 22.1%，累计并网容量 164 吉瓦，占全部发电装机容量的 9.2%；风电年发电量为 305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6.8%，占全国发电量的 4.8%（数据来自国家能源局网站）。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4,119,242,379.72 3,816,436,810.44 7.93 3,932,861,675.59 

营业收入 1,348,925,012.49 1,556,931,693.63 -13.36 1,771,712,277.0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6,074,031.89 117,407,073.85 -94.83 128,625,111.9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3,104,278.57 123,231,610.31 -97.48 134,882,999.42 

归属于上市公司 2,552,392,218.98 2,546,318,187.09 0.24 2,443,787,513.24 



股东的净资产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6,911,219.85 366,130,986.34 -81.72 256,974,651.80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061 0.1184 -94.85 0.129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061 0.1184 -94.85 0.1297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0.24 4.61 减少4.37个百分

点 

5.34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328,379,071.32 343,467,942.5 354,540,739.56 322,537,259.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986,663.41 15,893,345.15 -12,197,903.66 -14,608,073.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6,244,534.12 15,825,572.56 -12,396,590.32 -16,569,237.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266,224.92 57,129,252.57 -48,220,773.75 13,736,516.11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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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6,41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5,16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包士金   0 361,884,588 36.49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吉惠仙    1,556,096 4,935,996 0.5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王由之   2,680,000 4,800,000 0.48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叶林 -108,793 4,129,107 0.42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胡军 0 3,974,320 0.40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王克安 0 3,680,000 0.37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叶羽   829,400 3,477,048 0.35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朱任杰 216,300 3,312,300 0.33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钱霞 0 3,158,937 0.32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298,920 2,909,327 0.29 0 无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包士金先生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

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包士金先生与其一致

行动人包振华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 362,984,588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36.6%。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一）经营业绩与分析 

1、风电铸件市场 

2017 年，公司共完成销量 11.75 万吨，实现营业收入 134,892.50 万元，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130,723.11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07.40 万元，分别同比下降 13.36%、14.50%和

94.83%。经营业绩下滑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公司受国家环保以及相关产业政策的影响，2017 年原

材料及辅料价格普遍增长，尤其是生铁、废钢、树脂等主要原材料的大幅上涨，从而使公司的生

产成本大幅上升，利润大幅下降；及风电行业市场竞争激烈，价格压低导致收入减少；内销市场

国内风电装机量并没有达到年初的预测水平，整体装机量下降等。 

2、风场建设项目 

2016 年公司启动了 60MW 和 40MW 风场建设。经过 2017 年的建设，项目已经取得突破性进

展。目前公司加大力度推进项目的建设工作，争取早日完工。 

（二）技术研发情况 

公司始终注重研发创新，集中优势资源，为提升技术研发实力不断创造有利条件。2017 年，

公司研发投入 4,287.29 万元。 

1、新产品开发 

完成新品开发及验证 104 件，复制模具 31 套，编制新品（复制）工艺 82 件，编制工艺文件

417 件，完成图纸换版及入库 411 套，技术文件审定 397 套，工装砂箱设计 287 套。其中在新品

开发及验证中，以 5MW 以上产品为重点，这些产品铸件质量要求高，操作难度大；今年共计完

成首件验证 73 个产品，一次通过验证 67 个产品，一次通过率为 91.7%，已成功批产 43 个产品。 

2、专利技术及项目申报 

报告期内，公司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3 项，实审发明专利 3 项，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7 项，高新

技术产品《大断面固溶强化铁素体风电铸件》获得通过。 

报告期公司完成了江苏省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国防科工局核能开发项目、知识产权管理体系

贯标、江阴市重点科技研发项目、江阴市科技创新专项申报、江阴市知识产权核准制等项目申报

工作。通过了 6—10MW 省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的年终检查及完成了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申报，

认定工作。 

（三）公司管理情况 

1、基础管理工作 

报告期，公司升级了人脸考勤系统、数据异地备份系统、多媒体会议系统及完成了数据中心

升级等工作；公司全面推行 ERP 系统，完善了业务审批流程，健全了内控体系，从而使公司管理

及运营效率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公司完成了行政办公楼的搬迁工作，为干部职工创造了良好的工

作环境，方便了办事，提高了效率；公司与“滴滴出行”签订了用车协议，提高了车队的服务质量，

同时也保证了公务出行；完成了员工宿舍的升级改造；实验室通过了 CNCA 认证。技术中心持续

开展产品轻量化研究项目，并取得了重要进展；持续对型砂、生铁、孕育剂等原辅材料进行研究

实验，通过使用新材料新配方来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 

2、安全环保管理 

报告期内，遵照“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要求，公司组织员工入职安全教育 94 次，起

重机械安全、检维修安全、消防安全、职业病防治、危险化学品管理等专项培训 12 次；周检查及

节前节后检查 49 次，起重机械安全、压力容器安全、厂内机动车安全等专项安全 8 次，开展“随

手拍”活动，消防演习、应急疏散演练 1 次。 根据 EHS 体系要求切实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

部门权责，强化考核，贯彻 5S 现场管理规范，降低安环成本。 

3、人力资源管理 

人才是企业持续稳定发展的动力源泉，公司一贯坚持“以人为本”的人才理念，完善人才选

拔、培养与引进相结合的机制。为了提高公司整体员工素质，落实人才培养及引进计划，公司坚



持以自主培养与外部人才引进相结合的原则。报告期内，公司引进高端人才 105 人（其中博士研

究生 1 人，硕士研究生 2 人，本科生 34 人，大专生 68 人），保障了公司生产经营的顺利开展；完

善职工薪酬体系，健全薪酬监督管理机制，加强员工责任感，推动员工工作积极性，保障公司的

长期稳定发展。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017 年 4 月 28 日，财政部以财会[2017]13 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

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实施。本公司按照财政部的要求时间开

始执行，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017 年 12 月 25 日，财政部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7]30 号），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通知要求编制 2017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2017 年 5 月 10 日，财政部以财会[2017]15 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2017

年修订）》，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实施，对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

理，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新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新准则进行调整。本公司按照财

政部的要求时间开始执行。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1.本公司之子公司 取得方式 

江阴市恒华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华机械”) 合并 

江阴长龄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龄新能源”) 合并 

常州吉鑫风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吉鑫”) 设立 

江苏鑫创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鑫创”) 设立 

江阴绮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绮星科技”) 合并 

江阴吉鑫足球俱乐部（以下简称“足球俱乐部”） 设立 

上海鑫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炫投资”） 设立 

上海鑫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鑫炫合伙”） 设立 

2.本公司之子公司之子公司 取得方式 

沧州宏润新能源有限公司 设立 

盐山宏润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设立 



盐山宏润新能源有限公司 设立 

盐山宏鑫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设立 

常州杰新翔机械有限公司 合并 

 


	OLE_LINK6
	OLE_LINK7
	OLE_LINK9
	OLE_LINK10
	OLE_LINK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