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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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1,002,500,000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现金红利0.50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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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君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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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651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胡益俊

高峰

办公地址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二路 5 号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二路 5 号

电话

028-85366263

028-85366263

电子信箱

Hyj5445@163.com

Feng6669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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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的经营业务包括辊压机（高压辊磨机）及其配套设备业务和航空零件及工装
设计制造业务。
1、辊压机（高压辊磨机）及其配套设备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研发、制造和销售高效、节能、环保的辊压机（高压辊磨机）及其配套设备，为下游运
用领域提供高效节能的粉磨工艺系统为发展战略，致力于为水泥、矿山等生产领域提供粉磨系统的最佳解
决方案。该板块业务主要产品用于水泥建材行业及矿山、冶金、化工等行业脆性物料的粉磨，是目前已知
的最高效、最节能的粉碎设备之一，不仅具有处理量大，运转率高，稳定性好，有效提高金属回收率等特
点。在水泥建材行业，辊压机粉磨系统设备作为一种高效节能的粉磨设备，已广泛应用于水泥生料、水泥
熟料的粉磨中；在矿山行业，高压辊磨机可以起到细碎、超细碎和粗磨的作用，不但降低钢耗和电耗，而
且能提高有效分选粒度范围的矿物解离度，从而提高金属回收率和精矿品位。
2、航空零件及工装设计制造业务
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德坤航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主营航空零件及工装设计制造业务，主要从事航空钣
金零件的开发制造、航空精密零件数控加工、航空飞行器零部件的工装模具设计制造及装配、航空试验件
及非标产品制造等，产品主要应用于军用、民用航空飞行器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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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营业收入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462,377,768.18

573,580,576.88

-19.39%

739,760,319.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5,929,811.25

144,842,246.50

-33.77%

260,780,407.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5,621,404.14

136,793,293.36

-37.41%

247,210,306.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847,184.28

94,134,215.37

-23.68%

288,422,267.4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4

-28.57%

0.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4

-28.57%

0.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1%

7.81%

-2.70%

14.03%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2,485,941,579.48

2,497,680,255.92

-0.47%

2,327,655,789.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03,084,157.69

1,862,932,532.73

2.16%

1,874,858,312.4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营业收入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126,172,960.96

93,080,400.90

92,302,036.48

第四季度
150,822,36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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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881,672.65

22,288,897.98

17,496,886.88

31,262,353.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875,339.36

19,374,101.61

14,456,852.83

27,915,110.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30,662.03

-16,032,341.34

28,923,187.59

52,625,6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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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515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57,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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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何亚民

境内自然人

36.21%

362,999,997

272,249,997

何佳

境内自然人

31.03%

311,089,348

233,317,011

魏勇

境内自然人

15.76%

158,002,575

118,501,931

张乔龙

境内自然人

0.60%

6,000,002

0

陈雄军

境内自然人

0.18%

1,819,499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信
境内非国有法人
聚焦 30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11%

1,109,900

0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领航新兴
境外法人
市场股指基金（交易所）

0.07%

718,961

0

刘政达

境内自然人

0.06%

578,050

0

安士合

境内自然人

0.06%

576,535

0

罗顺晚

境内自然人

0.05%

547,400

0

质押

6,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中，何亚民与何佳系父女关系，属于一致行
动人并合计持有公司 67.24%的股份。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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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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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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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同期变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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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内经济增速仍处于放缓态势，制造业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特别是
公司从事的辊压机（高压辊磨机）及其配套设备业务受下游应用领域水泥建材、矿山冶金等行业固定资产
投资需求的影响较大。为此，公司经营管理层在董事会的领导下，一方面加强内部管理建设，提升公司治
理水平，积极推动产品销售结构调整，持续投入辊压机（高压辊磨机）研发，加强技术升级，挖掘行业市
场潜力，努力维护和稳定公司主要产品在水泥建材行业的市场份额；同时，加大矿山冶金行业的产品市场
拓展，以增加公司盈利能力；另一方面公司加大对全资子公司德坤航空从事航空零件及工装设计制造业务
的研发及投资力度，把握航空产业的发展新机遇，夯实其行业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有关上市公司治理的规范性文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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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经营管理层认真履行《公司章程》赋予的各项职责，严格贯彻执行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各项决策，勤
勉尽责地开展各项工作。
2016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62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9.39%；实现营业利润1.10亿元，较上年
同期下降32.89%；实现净利润0.96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33.77%。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2016年度，公司营业收入46,237.78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9.39 %；公司营业成本25,246.09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18.38%；公司销售费用3,043.60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14.47%；公司研发投入2,526.95万
元，较上年同期上升3.99%；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为-38,343.94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77.80%。
其中：全资子公司德坤航空主要营业收入为航空零件及工装设计制造业务，2016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7,986.73万元，实现净利润 4,007.40 万元。
上述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的原因说明如下：
1）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19.39%，构成及变化情况见下表：
项
目
营业收入合计
水泥用辊压机及配套
矿山用高压辊磨机及配套
辊系（子）
航空零件及工装设计制造
其他业务

2016年
462,377,768.18
173,350,683.72
84,176,923.05
76,047,346.11
78,959,781.60
49,843,033.70

2015年
573,580,576.88
413,815,170.69
21,025,641.17
38,063,585.47
35,169,597.46
65,506,582.09

同比增减
-19.39%
-58.11%
300.35%
99.79%
124.51%
-23.91%

原因说明：
①公司水泥用辊压机及配套各系列产品主要运用于水泥建材行业，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17,335.07万
元，较上年同期41,381.52万元下降58.11%，主要系下游水泥建材行业受国内外宏观经济等因素的影响，
产品订单减少，部份产品价格下调，致使该产品收入下降；
②公司矿山用高压辊磨机及配套各系列产品主要运用于矿山行业，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8,417.69万
元，较上年同期2,102.56万元增长300.35%，主要系以前年度及本年签订的订单在本期实现销售所致；
③公司辊系(子)是水泥用辊压机及配套和矿山用高压辊磨面及配套产品的核心集成部件，为公司针对
产品下游客户需求研发的定制产品。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7,604.73万元，较上年同期3,806.36万元增长
99.79%，主要系公司围绕下游客户需求积极推动产品销售结构调整，实现收入所致；
2）公司营业成本同比下降18.38%，主要原因系营业收入下降致使营业成本同比下降。
3）公司销售费用同比上升14.47%，主要原因系本年根据公司会计政策计提的产品质量保证金计入售
后服务费用增加所致。
4）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较上年同期下降77.80%，主要原因系本年使用自有资金与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上年无上述事项所致。
公司回顾总结前期披露的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在报告期内的进展情况
1）公司前期已披露的发展战略进展情况
2016年，公司继续围绕高效、节能、环保的辊压机及其配套设备的研发、制造和销售，致力于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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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等生产领域提供粉磨系统的最佳解决方案，为市场提供高效节能的粉磨工艺系统为发展战略目标。报
告期内，获得授权有效国家专利11项（其中发明专利4项），进一步巩固了公司技术优势。
2）2016年度已披露经营计划进展情况
2016年4月23日，公司在2015年年度报告“第四节·九·(三)·1”中披露了2016年公司力争全年计划
新签订合同3亿元。2016年度，经过公司销售团队的艰辛努力，在全体员工的积极配合下完成新签订辊压
机（高压辊磨机）及其配套业务合同2.6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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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泥用辊压机及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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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利率比上年
年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173,350,683.72 63,477,813.77

36.62%

-58.11%

-66.34%

-8.95%

矿山用高压辊磨机及配套

84,176,923.05 33,462,540.71

39.75%

300.35%

256.57%

-4.88%

辊系（子）

76,047,346.11 43,127,345.19

56.71%

99.79%

132.25%

7.92%

航空零件及工装设计制造

78,959,781.60 50,568,195.15

64.04%

124.51%

111.35%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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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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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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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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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何亚民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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