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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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资本公积不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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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佳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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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研发、制造和销售大型风力发电机组用零部件的龙头企业，主要生产

750KW-12MW风力发电机组用轮毂、底座、轴、轴承座等系列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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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

系认证。 

公司在风电铸造领域的生产技术及工艺水平居世界领先地位，公司建成省级大型风电金属部

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为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公司 3-5MW 大型海上风电机组用轮毂



等专业部件获得国家火炬计划项目证书，吉鑫品牌获得“江苏名牌产品”和“江苏省重点培育和

发展的国际知名品牌”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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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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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按市场价格向供应商采购。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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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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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产成品形成大量库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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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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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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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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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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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行业为风电零部件制造行

业中的风电铸件行业。 

根据全球风能理事会发布的全球风电统计数据，2018 年全球风电市场新增装机容量超过

51.29GW，全球累计装机容量达到 591GW。2018 年陆上新增风机容量中国仍居首位，装机量为

21.2GW，占全球装机的比例为 41.33%，排名第二、第三的分别为美国 7.59GW 和德国 2.40GW，占

全球装机的比例分别为14.80%和4.68%；全球海上装机排名前三位的分别为中国1.8GW、英国1.3GW

及德国 0.97GW。 

国家能源局出台的《风电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指出，到 2020年底风电累计并网装机容

量确保达到 2.1 亿千瓦以上，其中海上风电并网装机容量达到 500 万千瓦以上；风电年发电量确

保达到 4200亿千瓦时，约占全国总发电量 6%。文件还明确提出到 2020年有效解决弃风问题，风

电设备制造水平和研发能力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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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

年 

增减(%) 

2016年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4,449,224,982.76 4,119,242,379.72 4,119,242,379.72 8.01 3,816,436,810.44 

营业收入 1,268,669,773.61 1,348,925,012.49 1,348,925,012.49 -5.95 1,556,931,693.6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59,258,763.48 6,074,031.89 6,074,031.89 -1,075.61 117,407,073.8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15,206,915.82 3,104,278.57 3,104,278.57 -3,811.23 123,231,610.3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2,483,215,855.50 2,552,392,218.98 2,552,392,218.98 -2.71 2,546,318,187.09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82,282,973.06 66,911,219.85 66,911,219.85 22.97 366,130,986.34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598 0.0061 0.0061 -1,080.33 0.1184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598 0.0061 0.0061 -1,080.33 0.1184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2.35 0.24 0.24 减少2.59

个百分点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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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554,701.76 316,528,370.39 430,860,908.03 332,725,793.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5,424,091.68 -17,800,617.79 -13,707,789.61 27,673,735.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58,786,415.03 -30,065,802.30 -13,670,441.06 -12,684,257.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3,119,318.43 54,878,465.93 85,915,326.30 34,608,49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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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4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3,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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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自然人 

曹丽华 14,848,944 14,848,944 1.50 0 无   境内自然人 

林昭昕 5,189,552 5,189,552 0.52 0 无   境内自然人 

张益平 4,994,235 4,994,235 0.50 0 无   境内自然人 

吉惠仙 41,400 4,977,396 0.50 0 质押 4,930,

000 

境内自然人 

钱霞 0 3,158,937 0.32 0 无   境内自然人 

叶羽 -444,000 3,033,048 0.31 0 无   境内自然人 

王由之 -1,800,000 3,000,000 0.30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丑建忠 0 2,903,100 0.29 0 无   境内自然人 

叶林 -1,329,107 2,800,000 0.28 0 无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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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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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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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69 亿元，营业成本 12.26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926万元，分别同比下降 5.95%、上升 6.32%和下降 107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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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6月 15日，财政部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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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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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 

2019 年 4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同意公司自 2019 年 1月 1 日起采用财政部颁发的上述文件的相

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总资产、净资产及经营成果状况

不存在实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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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 2018 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14 户，详见本节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本公司本期合并范围比上期减少 1户，详见本节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