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证券代码：002333

证券简称：罗普斯金

公告编号：2019-028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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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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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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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普斯金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333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施健

夏金玲

办公地址

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潘阳工业园太东路
2777 号

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潘阳工业园太东路
2777 号

电话

0512-65768211

0512-65768211

电子信箱

di02@lpsk.com.cn

di06@lpsk.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为铝合金铸棒、铝合金挤压型材（含建筑铝型材、工业铝型材）及其加工产品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1、公司主要业务情况
铝合金铸棒是通过将原铝和其它金属融合，经过熔炼、铸造、均质等工艺而生产出来的铝合金材料，
具备强度和硬度高、使用寿命长等特点，为下游铝合金挤压型材的主要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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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合金挤压型材是将铝棒通过挤压和表面处理等生产工艺和流程，生产出供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电
子行业等使用的不同形状的产品，从大类上可分为建筑铝型材和工业铝型材，其中建筑铝型材主要应用于
民用住宅、商用及公共建筑的铝合金门窗和幕墙，工业铝型材则主要应用于汽车交通、电子机械、太阳能
光伏、运动器材、灯具照明等行业。
2、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采取的经营模式主要是有两种：
2.1 设计、生产、销售自有品牌产品
公司自主创立的“罗普斯金”品牌建筑铝型材及铝合金门窗，历经20多年的发展，累计获得一千多项专
利，凭借领先的设计、过硬的品质和优质的服务，以及品牌效应影响力，公司已成为长三角地区领头的建
筑门窗、建筑铝型材等产品的供货商。公司“罗普斯金”品牌产品销售主要通过经销商渠道，产品踪迹已遍
布全国其它各省市，为进一步增强公司经销渠道优势，提升罗普斯金品牌知名度，近几年来，公司通过自
营或合作的方式在多地设立“罗普斯金”门窗、幕墙加工基地，逐步将产品销售及定制服务下沉至最终消费
者。
2.2 生产代工或产品定制
以“铭恒”、“铭德”作为代名词，分别生产各牌号的铝合金铸棒、及各类工业铝型材产品。该经营模式
的重点是围绕客户提出的产品需求，公司生产技术部门进行产品生产方案的设计，辅助以先进的生产管理
技术，为客户提供质量稳定、性价比高的产品。核心竞争力是工艺制定、模具设计。
3、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过去业绩增长驱动因素主要来自于行业本身的市场需求增长以及公司自主研发产品、自建品牌、
自建经销渠道带来市场份额的增长。近几年受市场环境的较大变化，传统营销渠道受到较大冲击，行业产
品同质化等现象严重，市场竞争格局日趋激烈，公司主营业务盈利水平有所下降，同时，公司新建项目投
入使用后，由此带来的管理、固定资产折旧等各项费用增加，而销量却未能同步增长，效益未能充分体现，
影响了公司业绩。
公司工业铝型材自项目投产后一直亏损，报告期内工业铝型材销量较预期差距较大，因前期固定资产
投入较大，客户积累及销量增长还需较长时间，为保证公司未来整体经营业绩水平，报告期内公司将铝工
业材项目及其深加工业务剥离。
从长远来看，公司未来发展的业绩驱动因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行业发展、技术革新带来的市场
空间越来越大。比如：汽车轻量化、新能源汽车的发展，铝挤压型材等铝产品代工及定制业务将会得到有
效增长。二是来自公司内部持续加大产品研发、技术革新投入，改进生产工艺，及公司新装备优势的发挥，
将持续提升公司的竞争优势。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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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营业务所处的细分行业属铝挤压型材行业。铝型材产品的特点为构造轻巧、抗腐蚀性强、热导
性好、成形容易、可机加工性优良，同时铝具有极高的回收性，这些特点是其广泛应用于建筑、交通运输、
电子机械、照明灯具等行业。铝型材早期被大规模应用在建筑行业，随着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发展，铝合金
门窗、幕墙等产品被大量应用在各类建筑体中。近年来，随着技术的革新，以及汽车、轨道交通、电子机
械等行业的发展，大大促进了铝挤压型材产品的应用范围。
公司主营业务的行业周期性特点与其产品的下游应用行业息息相关。铝建筑型材与房地产行业、基础
建设投入等有关，铝合金铸棒则根据其主要客户的所属行业有关。
公司是长三角地区规模较大且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铝型材供应商。铝型材行业存在产能分布的地域性，
同时因受运输成本的影响，存在一定的销售半径，通常销售半径为500公里。公司自成立以来，主要业务
以建筑铝型材为主，公司创立的以“罗普斯金”为品牌的铝合金门窗产品，在业内及消费者中已建立良好的
口碑和信誉，公司既是国内建筑铝型材10强企业，又是国内铝合金门窗企业中的佼佼者。公司上市之后逐
步拓展产业链，依托在铝铸造装备、铝挤压装备水平和技术研发、产品质量等方面的优势，目前公司已是
国内建筑铝型材、铝铸棒业务综合能力较强的企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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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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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营业收入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1,102,974,424.76

1,032,480,739.29

6.83%

977,172,46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3,115,697.85

-38,956,921.14

-293.04%

140,822,034.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0,849,256.45

-85,061,535.81

89.10%

-33,373,308.97

15,152,444.08

-23,746,485.97

163.81%

-41,766,304.2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5

-0.078

-291.03%

0.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5

-0.078

-291.03%

0.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98%

-2.58%

-8.41%

9.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1,820,200,688.00

1,629,474,565.28

11.70%

1,762,229,439.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18,081,208.37

1,471,196,906.22

-10.41%

1,560,414,187.3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12,099,201.30

290,346,038.98

285,107,302.81

315,421,881.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904,207.21

-16,048,637.58

-22,265,993.64

-86,896,859.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363,048.11

-17,102,067.55

-26,121,333.00

-88,262,807.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356,302.76

-37,581,859.55

33,785,851.33

-407,85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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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18,140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21,827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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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普斯金控股
境外法人
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65.46%

328,988,160

质押

180,000,000

17,952,880 质押

11,200,000

钱芳

境内自然人

4.66%

23,403,840

江丽芬

境内自然人

0.80%

4,000,000

王钱忠

境内自然人

0.26%

1,300,000

0.25%

1,268,6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国有法人
公司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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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飞

境内自然人

0.25%

1,239,700

李来英

境内自然人

0.24%

1,196,190

罗昌米

境内自然人

0.23%

1,179,742

陈笑笑

境内自然人

0.22%

1,089,378

丁京歌

境内自然人

0.21%

1,043,20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公司前十大股东中：发起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之间
动的说明
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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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8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受供给侧改革、环保新政以及贸易摩擦等影响，国内铝价整体震荡下行，
全年铝材产量增速放缓，铝行业利润同比下滑40.1%，铝加工行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31.4%（数据来源：工
信部）。报告期内，铝行业下游传统领域增长放缓，新兴市场需求尚未形成有效支撑，市场竞争愈发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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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面临较大的困难和挑战。
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102,974,424.76元，较去年同期增长6.83%，营业成本1,037,098,151.44
元，较去年同期增加9.7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53,115,697.85元，较去年同期下降-293.04%。报
告期内，公司主要推进了以下工作：
1、建筑铝型材方面：持续专注于建筑铝型材的销售渠道拓展，深化建筑铝型材及门窗成品营销一体
化体系的建设；加大市场开发力度，积极参加家博会、展销会，大力推广“罗普斯金”品牌门窗定制化业
务；着手设立新平台、研发新产品，以建立多系列产品，推进产品特色化差异化发展。
2、铝合金熔铸方面：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强制程管控，完善生产工艺，提高产品成品率，提升产品
性能质量，优化客户结构，提升对外销售比例，加大汽车、压力容器、电子等行业客户开发力度，报告期
内公司铝合金熔铸产品客户数量及销量均有所增长。
3、公司铝工业材项目投产后至今一直亏损，因固定资产投入较大，客户积累及销量增长还需较长时
间，为保证公司未来整体经营业绩水平，报告期内公司将铝工业材项目及其深加工业务剥离，将战略重心
聚焦于建筑铝型材、铝合金门窗及幕墙业务中，利用二十多年来在铝门窗行业积累的经验，继续挖掘公司
该领域的优势。
4、深化公司治理，完善集团化管理模式。强化人事行政管理、财务管理、设备管理等各项基础管理
工作，完善规章制度，优化部门设置，加强内部考核，进一步提升公司运营效率。报告期内公司新设立全
资子公司苏州罗普斯金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建筑”），并将各地门窗子公司股权划转至苏
州建筑，未来公司将以苏州建筑为管理平台，逐步将相关门窗业务及资产下沉至苏州建筑，进一步优化公
司法人理结构。
5、公司一贯坚持以生产运营的安全环保为重中之重，积极采取各项措施持续提升安全环保管理水平，
营造良好的安全生产环境；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严格执行环保排放标准，努力减少能源消耗和排放。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分公司获得“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企业”证书，公司获得省《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公
司获得绿色工厂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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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建筑型材

418,233,931.24

-149,181,816.76

17.57%

-10.18%

-239.63%

0.30%

熔铸铝棒

351,707,516.60

-47,361,487.70

-1.89%

22.90%

-7,386.05%

-3.57%

工业型材

280,209,598.16

-31,161,235.03

-5.61%

13.99%

-70.78%

-4.78%

18,498,045.19

-21,400,482.67

41.27%

6.48%

-259.30%

28.21%

铝合金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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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公司主营利润
下降，可确认的营业外收入较去年同期大幅减少，以及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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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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财务报表列报方式变更
根据《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要求，资产负债表
中，将“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归并至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将“应收利息”和“应
收股利”归并至“其他应收款”项目，将“固定资产清理”归并至“固定资产”项目，将“工程物资”归
并至“在建工程”项目，将“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归并至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将
“专项应付款”归并至“长期应付款”项目；在利润表中，增设“研发费用”项目列报研究与开发过程中
发生的费用化支出，“财务费用”项目下分拆“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本集团相应追溯调
整了比较数据。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合并及公司净利润和股东权益无影响。
2、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的现金流量列报项目变更
根据财政部《关于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将原作为
投资、筹资活动的现金流量，变更作为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本集团相应追溯调整了比较数据。该会计政
策变更减少了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中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并以相同金额增加了经营活动现金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但对现金和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无影响。
具体内容请参阅本报告财务报表附注五、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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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8年新设成立苏州爱士普节能科技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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