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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四方冷链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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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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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是：以未来实施分配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80元（含税），预计共派发现金红利 37,844,325.00元。该议案已经公司

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并将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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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方冷链 603339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黄鑫颖 

办公地址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兴仁镇金通公路3888号 

电话 0513-81658162 

电子信箱 zqb@ntsquare.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南通四方冷链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年 6月 15日由南通冷冻设备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

于 2016 年 5 月 19 日在上交所上市。 

（一）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是冷链装备和特种集装箱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主营产品是以速冻设备为



主的冷冻设备和罐式集装箱。公司是国内综合优势领先的冷链装备制造企业和快速发展的特种集

装箱制造企业。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范围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公司经营模式 

1. 冷冻设备主要用于农副产品、食品等产品的加工和储运。客户对冷冻设备的功能、性能等

需求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所需产品多为非标准化产品，个性化需求明显，公司生产组织为“以

销定产、以产定购”，根据客户需求进行产品设计，并根据订单制定生产计划，进行原材料采购，

进而组织生产。销售方面主要采用直接销售的模式，通过直接与客户接触，了解并有针对性的分

析其潜在需求，以获取订单。 

2. 罐式集装箱主要用于满足化学品、食品饮料、能源等行业的物流需求，客户在产品运输介

质、功能、外观等方面存在个性化需求，公司主要采取“以产定购”为主，辅以“安全库存管理”

的模式制定采购计划，并采取“以销定产”模式组织生产。罐式集装箱的生产过程始终在第三方

检验机构全程监控下，并需通过无损探伤、水压、气密等试验进行关键停止点控制。 

（三）行业情况说明 

公司所处行业情况请见本报告“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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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年 

总资产 1,541,615,459.87 861,068,426.05 79.04 791,641,972.28 

营业收入 675,793,332.74 737,371,556.00 -8.35 826,021,524.4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24,443,134.56 125,709,966.47 -1.01 138,062,383.9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21,002,760.63 110,986,363.63 9.02 127,243,955.4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310,436,517.67 715,832,836.76 83.06 621,514,727.75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33,953,169.87 172,371,234.08 -22.29 122,281,951.22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67 0.81 -17.28 0.8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67 0.81 -17.28 0.89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1.83 19.11 减少7.28个百分点 2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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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422,938.43 146,531,780.85 169,485,257.47 205,353,355.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8,113,167.74 21,725,489.24 32,408,182.40 42,196,295.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7,742,429.68 21,018,512.57 30,990,101.04 41,251,717.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75,032,581.59 -83,071,316.72 63,637,411.42 78,354,49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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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9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7,77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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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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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杰 0 83,558,105 40.41 83,558,105 无   境内自然人 

黄晓颖 0 5,998,138 2.90 5,998,138 无   境内自然人 

沙明军 0 5,100,000 2.47 5,100,000 质押 4,555,000 境内自然人 

朱建新 0 4,733,819 2.29 4,733,819 无   境内自然人 

杨新华 0 4,619,163 2.23 4,619,163 质押 410,000 境内自然人 

钱洪 0 4,176,901 2.02 4,176,901 无   境内自然人 

朱祥 0 3,884,053 1.88 3,884,053 无   境内自然人 

李荣方 0 3,837,914 1.86 3,837,914 质押 101,000 境内自然人 

李海均 0 3,248,233 1.57 3,248,233 无   境内自然人 

张蔼然 0 2,260,442 1.09 2,260,442 无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黄晓颖与朱祥为夫妻关系，朱建新为黄杰之妹之配偶，黄杰与朱

建新为一致行动人关系、黄晓颖与朱祥为一致行动人关系。除上述情况以

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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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76 亿元（2015 年：7.37 亿元），同期下降 8.35%；实现净

利润 1.24亿元（2015年：1.26亿元），同期下降 1.01%；2016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10亿元（2015年：7.16亿元），同期增长 83.06%。总体来说，2016年公司依托于顺应市场的

营销布局、持续的技术创新及有效的成本管理，盈利水平保持平稳。 

主要工作开展情况： 

1、积极调整营销策略，拓展新市场新客户 

速冻设备营销方面，充分发挥公司营销优势，各营销区域资源共享，以项目运作方式，获得

禽肉类加工行业客户近百台速冻设备订单，实现公司大客户项目服务机制运作。拓展应用链，以



速冻设备带动冷链相关配套设备，与全球知名制冷压缩机企业进行战略合作；拓展以卤制品为代

表的冷冻休闲食品行业，与行业知名客户取得合作。 

罐式集装箱营销方面，获得行业前十大客户的订单超 4000台，进一步巩固了公司在行业中的

地位。2016年公司加大了新客户的开发力度，开发新客户 44个。 

2、加强技术创新，加快新产品开发速度 

食品冷冻冷藏加工配套制冷机组方面，成功开发了大功率多并联变频机组系列产品；公司作

为国内首家引进日本 CO2 集成制冷机组的企业，着力研发 CO2 制冷系统与速冻设备的配套应用，

同时开发新型蒸发器满足 CO2高压系统，增强市场竞争优势。 

先后与南京理工大学、上海海洋大学、中科院理化研究所等单位开展了产学研合作，就蒸发

器空间冷气流场进行了试验研究及数值模拟仿真研究，进行了新型冲击式隧道速冻装置的风口结

构、空气流道、能耗、冻结速度测试和研究，通过产学研合作，提高速冻装置的冻结性能。 

2016 年完成了以下新产品的研发：新型冲击式隧道速冻装置，IBC 中型散装集装罐、粉尘罐

式集装箱、硝酸衬铝罐式集装箱、双层罐式集装箱。 

3、加强成本管控，提升产品利润 

在报告期内，公司加强了成本管控体系的打造，建立了以产品利润为中心的标准工时体系、

材料定额管理体系、采购物资招标和询比价管理体系。通过成本定额及建立公司、部门和班组的

三级成本管理体系，提高了产品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消耗，提升了产品利润，增强了产品的市

场竞争优势。 

4、注重人才储备和培养工作，成效显现 

公司围绕人才建设战略，建立了以员工能力、员工思维模式以及员工治理方式为支撑的人才

管理模型并打通了员工职业双通道。同时公司积极引聘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开展有效的研发合

作，建立了一支研究能力强、技术水平高、科研成果多的工程技术人才队伍，打造了一个不断创

新、务实、敬业的管理班子，形成了学习型组织文化氛围。 

报告期内，为加强产品研发能力，公司先后引进博士后 1 名，硕士研究生 5名。引进其他高

端技术、管理人才 5名。通过产学研合作项目和技术科研项目柔性引进各类专家、博士 10多人。

通过年龄结构、学历结构的调整，公司形成了六级人才梯队，为公司快速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 

5、募投项目建设 

公司 2016年 5月在上交所挂牌上市，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相关规定，



及时进行了置换及项目建设工作，截止报告期末，冷链装备技术中心项目已建设完成，冷链装备

扩产项目、罐式集装箱扩产项目正在有序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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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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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报告期，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含四方冷热公司、四方罐储公司和四方香港公司

三家全资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