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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

月

11

日

董事会秘书邹红湘
1、2016 年各版块产销情况、产能利用率如何？目前公司的存货
情况怎么样？公司产品的主要销售市场为哪里，市场定位如何，
盈利情况如何？（主营业务情况）
答：由于行业的特殊性，目前只能对公司的整体产能进行核
算，无法具体到各版块的产能。2016 年，各产品类别的销售情况
如下图，2016 年整体产能约 38,110 吨，产能利用率约 83.20%，
产销率约 94.02%。
公司 2016 年产品销量情况
产品类别

销量（吨）

电子消费品

17,142.40

耐用消费品

9,243.85

汽车部件

3,140.75

其他

285.79

合计

29,81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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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情况：2016 年公司产能、产量、销量较 2015 年均有提
升，产能较去年增加了 6276 吨，产量较去年增加了 5932 吨，销
量较去年增加了 5297 吨。增长的主要原因是：2015 年部分新增
设备的产能在 2016 年得到充分发挥，新投入生产线加大了手机面
板、平板电视机边框、消费类电子产品外壳等电子消费品以及汽
车部品的产能。同时手机面板、平板电视机边框等电子消费品以
及汽车部品的订单也有所增加。
销售市场区域：公司的工业铝挤压材产品销售范围较广，涵
盖了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①国内主要集中于珠江三角洲、上海、
江苏、山东等沿海地区，2016 年国内销售金额约 54,067 万元，占
营业收入的 70.52%；②国外市场主要分布在香港、日本、东南亚
及欧洲，2016 年国外销售金额约 20,966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
27.35%。
市场定位：公司致力于打造成一家以国际知名品牌为终端用
户，以研发新型铝合金材料为基础，应用熔铸、挤压及精密加工
核心技术，采用科学的管理模式，广泛服务于电子消费品、耐用
消费品及汽车零部件等众多产业，为其硬件供应链环节提供高端
铝合金材料、铝挤压材及其深加工制品，并为客户提供个性化定
制服务的公司。
盈利情况：2016 年公司实现总销售额 76,665.16 万元，同比
2015 年度增加 6,340.51 万元，同比增长 9.02%。实现净利润额
7501.55 万元，同比 2015 年度增加 2,358.94 万元，增幅 45.87%。
2、公司进一步加强了铝材深加工产业的布局，高端工业铝型材
生产建设项目完成后预期将带来如何影响？（新项目的进展情况
1）
答：募投项目在公司上市前已自筹资金开工建设。目前部分
厂房已经建设完成，且已经购置了部分挤压生产设备投入生产并
开始批量生产移动电源外壳及手机面板用挤压材和淋浴房用铝材
等产品。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10,468 万
元。2017 年仍有部分生产设备投入使用。 二期建设项目预计将
在 2017 下半年开工。
高端工业铝型材生产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有利于延伸公司产
品的触角，扩大公司的经营规模，提高市场占有率。
本次项目新增固定资产总投资总额为 18,235.20 万元，预计项目
达产后新增能 22,000 吨，新增销售收入总额为 63,610.00 万元，
年均利润总额约 7,783.2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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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对于公司发展的积极影响？（新项目的进
展情况 2）
答：研发中心是集铝合金新材料研发、铝合金新产品开发、
铝加工工艺研究于一体的综合型研究开发机构，是企业可持续发
展的技术创新平台。本项目参照国内同类研发中心的运转情况，
结合公司战略规划和实际需求，拟对研发中心的组织架构和功能
进行升级和调整，研发中心下设一个新材料研发科室、一个工艺
技术研究科室、四个新产品开发科室；新建铝合金材料制备及成
型实验室、铝合金材料性能研究及检测分析实验室、铝合金型材
形位、尺寸检测实验室等三个综合型实验室，并配置相应的软、
硬件资源。
本项目总投资 2,696 万元，建设企业研发中心及配套设施。
其中固定资产投资为 2,246 万元，研发费用投资 450 万元。预计
在 2017 年下半年开工。
投产后，将进一步提高公司新材料新产品的研发水平，提升
公司的产品营销能力。通过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提
升自主创新能力和搭建高标准研发平台，有利于巩固材料研发优
势，加强公司技术储备，促进技术成果产业化；有利于提高制造
工艺水平，提升产品质量与生产效率。建设研发中心是公司拓宽
产品体系、优化产品结构，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的必要举措。
4、公司在高端工业铝材、铝合金新材料、铝合金管材等核心技
术方面，产学研进展如何？（研发情况）
答：公司与在有色金属行业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南大学、上海
交通大学、东北大学及广东省工业技术研究院等著名高校及科研
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提高了企业技术创新起点，加快技术创新
进度，缩短科研成果产业化进程，实现资源、利益共享。
公司与上述著名高校及科研院所主要是通过开展产学研项目
合作，未共同开发技术专利。截止目前，公司与上述著名高校及
科研院所共同开展的产学研项目情况如下：
（1）HS755 超高强高韧铝合金材料研制与开发，属广东省产学
研结合项目，参与单位：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中南
大学。该项目于 2009 年 12 月完成，研制出 HS755 超高强高韧铝
合金的管材和棒材。
（2）铝熔体净化、晶粒细化产业共性技术研究及在工业铝材上
的应用，属广东省重大科技项目，参与单位：广东和胜工业铝材
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东北大学。
该项目于 2009 年正式立项，于 2011 年 5 月项目完成，该项目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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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公司还将利用该项技术成果，研究开发出新
型铝合金焊接材料。
（3）高性能工业铝型材等温挤压技术成果转化，属广东省产
学研合作项目，参与单位：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广
东省工业技术研究院（原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广东豪美铝业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科技大学。该项目于 2015 年 7 月启动，目前正
在进行中，本项目拟将已获得 2014 年广东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
奖项目《车辆及电子工业用铝镁合金等温挤压、压铸与控轧关键
技术及产业化》的重大技术成果在企业进行成果转化，应用于高
性能工业铝型材产品的工业生产。
（4）汽车轻量化和智能手机用新型高强韧铝合金材料的开发
与产业化，属中山市重大专项，参与单位：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
份有限公司、中南大学、广东省材料与加工研究所（原广州有色
金属研究院材料加工所）。该项目于 2016 年 8 月启动，目前正在
进行中，该项目主要针对汽车和智能手机用高强韧铝合金材料的
应用要求特点，开展铝合金材料阳极氧化工艺和焊接工艺研究。
公司十分重视对高端铝挤压材的研发，按合并口径计算，公司每
年研发费用投入在 2000 万左右，占主营业务比例 3%左右，带动
企业在技术创新能力和产品竞争力方面的提升。
5、当前国家对于环保要求较为严格，公司在环保方面的相关措
施如何？（相关政策改革情况）
答：（1）加大投入：公司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一贯重视环境保
护工作，逐步加大环保费用投入。2017 年环保投入全年预算总金
额为 779.50 万元，其中，总公司除尘系统工程投入为 200 万，目
前合同已签署并动工了；氧化污水处理系统工程预算投入 500 万。
（2）三废处理：定期委托中山市环境监测站对生活用水和工
业用水进行检测，明确了环保管理职责，并对污水治理、废气及
粉尘处理、噪声控制、废渣处理等进行了明确规定。
（3）制度执行：公司严格按照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
规，对环境保护十分重视、并采取了有效的治理和预防措施，在
项目建设过程中严格执行环保建设与项目建设同时设计、同时施
工、同时投产的“三同时”的政策。
6、未来有没有布局矿产资源的打算？有没有打算收购新的铝原
材料企业？有没有加强现有铝材深加工产业或布局其他铝材深
加工方向的打算？（产业链布局计划）
答：公司未来会根据外部环境及公司实际情况的需要，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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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式和外部扩张的两种模式来加快公司的发展。目前暂时没有
布局矿产资源的打算，短期内也没有收购新的铝原材料企业的计
划。
关于针对现有铝材深加工产业，公司计划在未来五年内通过
引入资本和技术人才，抓住机遇，科学规划，稳步发展达成经营
目标：
①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公司铝挤压材及深加工产品在消费电
子品、耐用消费品、汽车零部件等应用行业的市场占有率。
②研发基于铝挤压材的精深加工方式，减少初级挤压材的直
接销售比例，提高加工材销售占比，缩短铝挤压材产品供应链，
增加产品附加值及拓展终端客户直接销售市场。
③瞄准铝挤压材及其深加工产品新兴应用市场，加大与相关
知名公司的合作力度,如加大新能源汽车公司比亚迪电池配件的
开发力度等，研发更先进的铝合金材料替代上述应用领域的传统
材料，为公司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④加大市场宣传与推广力度，通过技术营销、供应链营销、
高端营销、渠道营销等途径，提升“和胜铝材”品牌的知名度、
美誉度。
7、公司下游需求发展变化较快，如何应对产品结构调整的风险？
（市场风险应对）
答：公司主营业务下游应用市场对产品的需求变化较快，对
产品的要求差异较大，市场需求和竞争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主
要采取以下四点措施：
①持续保持技术升级，坚持以研发新材料、开发深加工新产
品、新工艺为技术导向，公司的生产研发优势为公司的产品更新
换代及市场竞争力提供技术支持；
②进一步丰富、完善公司现有产品系列，实现现有产品的结
构优化升级，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扩展产品应用领域，增强公
司盈利能力，巩固和提升公司在高端工业铝挤压材行业的市场竞
争地位，提高公司的整体竞争力，以降低市场不确定性和产品升
级转型失败的风险；
③加大对下游应用领域或行业的开拓力度，在新兴领域占据
地位优势；
④坚持“立足高端工业铝挤压材、配套名牌产品”的高端大
客户营销策略，实行差异化的竞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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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公司对未来深加工铝材有什么看法？（公司展望）
答：（1）铝挤压材的深加工对于扩大产品的用途、提高产品
的附加值、延伸企业的产业价值链等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鉴于
此，深加工技术越来越受到众多铝挤压材加工企业的重视。近年
来，我国铝挤压材加工企业在通过引进新设备、新技术，并在不
断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进行自主创新，工业挤压材深加工技术和工
艺水平得到不断提升。
（2）国家工业与信息化部《铝工业“十二五”发展专项规划》
指出，“十二五”期间将大力发展精深加工，发展高性能铝合金
及其深加工产品和工艺，加快开展铝合金薄板、厚板、型材和锻
件的工程化技术开发，满足航空及国防科技工业对高性能铝合金
材料的要求，鼓励加工企业进一步延伸产业链，向铝部件制造方
向发展，为下游制造业提供加工部件及服务。
（3）2016 年 6 月，国务院《关于营造良好市场环境、促进有
色金属加工业调结构促转型增效益的指导意见》指出，发展精深
加工，着力发展乘用车铝合金板、航空用铝合金板、船用铝合金
板、高性能硬质合金产品、高性能稀土功能材料等关键基础材料。
这将进一步促进我国铝挤压材深加工技术和工艺水平的突破，使
深加工技术更广泛应用于工业铝挤压材的开发与应用。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

期

2017 年 5 月 15 日

签字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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