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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
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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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承慧

董事长

境外出差

季海瑜

沈辉

独立董事

个人工作原因

刘丹萍

袁淳

独立董事

个人工作原因

刘丹萍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爱康科技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2610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季海瑜

电话

0512-82557563

传真

0512-82557644

电子信箱

zhengquanbu@akcome.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2012 年
营业收入（元）

2011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0 年

1,362,435,009.36

1,524,113,975.03

-10.61%

1,247,954,726.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6,039,723.85

197,263,945.56

-128.41%

101,467,327.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84,452,524.15

45,462,778.09

-285.76%

107,805,092.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7,162,056.32

-253,463,728.45

158.06%

57,396,705.2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79

-124.05%

0.7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79

-124.05%

0.74

-4.37%

25.18%

-29.55%

35.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12 年末

2011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0 年末

总资产（元）

3,514,396,838.23

2,711,010,978.43

29.63%

866,220,207.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27,760,780.10

1,387,713,917.73

-11.53%

431,798,87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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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股东总数

22,87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
日末股东总数

23,938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江苏爱康实业 境内非国有法
有限责任公司 人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22.67%

67,999,500

67,999,500 质押

爱康国际控股
境外法人
有限公司

19%

56,993,625

56,993,625

南通高胜成长
创业投资有限 国有法人
公司

4.95%

14,835,763

无锡高德创业
国有法人
投资有限公司

4.15%

12,450,401

苏州中昊新能
境内非国有法
源投资管理中
人
心（有限合伙）

3.91%

11,735,000

海澜集团有限 境内非国有法
公司
人

3.64%

10,915,490

高投名力成长
境内非国有法
创业投资有限
人
公司

2.79%

8,358,525

江阴爱康投资 境内非国有法
有限公司
人

1.96%

5,872,500

5,872,500
2,250,000

邹承慧

境内自然人

1%

3,000,000

肖美根

境内自然人

0.7%

2,097,825

数量
66,945,607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江苏爱康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爱康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江阴爱康投资有
限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邹承慧控制的关联企业，上述股东存在一致行动的可能。南通高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胜成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无锡高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高投名力成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的说明
为同一股东控制或能实施重大影响的关联企业，存在一致行动的可能。上述其他股东未知
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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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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2年全球经济低速运行，光伏太阳能行业由于债务危机、“双反”、产能过剩等原因，进入阶段性调整期。2012年公司
也面临非常严峻的经营环境，销售额、毛利率下降明显。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1,362,435,009.36 元，同比减少10.61% ；
营业利润-125,984,402.99元，同比减少160.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6,039,723.85元，同比减少128.73%。虽然
2012年因系统性原因，公司经营亏损，但在董事会的指导下，全体员工众志成城，克服难关，依然较好地执行了2012年的经
营目标和计划，并初步建立以电站为主导，以配件为支撑，以金融为循环的企业生态。
（1）稳步推进企业转型。基于行业和企业发展现状，公司提出要实现从“太阳能配件专业供货商”到“金属加工、新材料、
太阳能电站一体化经营”的重大战略转型。公司向太阳能电站领域的拓展，未来既能给公司带来稳定的现金流入，同时也能
带动公司太阳能电池配件的生产，电站作为光伏领域的终端需求方，能较为迅速地提高公司在行业内的地位和议价能力。2012
年公司在太阳能电站领域继续寻求发展机会，全年建成大型地面太阳能电站40MW，并已具备并网条件。截止报告期末，公
司已累计建成大型地面太阳能电站65MW，另有20MW取得政府部门允许开展前期工作的函。
2012年下半年，随着光伏分布式发电逐步成为行业新的亮点以及分布式发电补贴政策的呼之欲出，公司也开始进行这
一领域的探索，2012年11月3日，公司同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就分布式光伏发电解决方案、微电网综合解决方案及智能电网
解决方案等方面的全面合作达成战略合作协议。目前公司正积极寻求合适的屋顶（分布式发电建设载体）并同当地政府保持
积极的沟通，力图在分布式发电补贴政策明朗后率先启动。
（2）全力稳定现有的光伏业务。公司原有的光伏配套产品业务尤其是太阳能电池铝边框一直保持行业领先优势。随着
募投项目的陆续完工，原有金属加工、新材料业务更加具有产能和品质竞争力。2012年受益于国内市场装机容量的扩大，安
装系统业务取得突破性进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4,313,772.49元，同比增长454.16%。2012年12月20日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
爱康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原苏州爱康光伏安装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爱康金属”）通知，苏州爱康金属与中建材集团
进出口公司签署关于销售地面光伏支架的《购销合同》，合同总金额103,289,550元。这是安装系统项目的首次亿元大单，该
合同目前已履行完毕，较好地建立起公司安装系统产品的行业美誉度。报告期内，太阳能电池铝边框产品继续保持行业领先
地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899,681,647.56元，同比下降27.94%。随着太阳能电池铝边框前端铝型材项目的逐步达产和成熟，
该产品将在客户反应和交期方面进一步提升竞争力。报告期内，EVA胶膜产品主要着力于工艺改进和市场开拓，全年实现
营业收入44,731,022.49元，同比上涨47.53%。报告期内成功进入BYD、REC、CSI、ET solar等大客户的供应商名单。单位生
产成本、成品率、生产效率等均得到稳步提升。
虽然2012年美国和欧洲先后启动对中国的光伏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但公司主营光伏太阳能配件，不涉及电池片
和组件，美国和欧洲的“双反”不影响公司产品的直接出口，同时公司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客户因减少了中国组件厂商的竞
争，市场份额有所上升部分弥补了因“双反”导致公司国内客户采购量下降给公司造成的损失，所以2012年现有光伏业务的市
场份额仍得以保持，但因产品价格下降，运营费用上升，报告期内现有光伏配件业务整体呈亏损状态。
除现有光伏配件业务外，报告期内公司在建筑型材、金属模具、家电类五金加工等领域拓展业务，此举有效利用公司现
有设备产能，提高公司利润增长点，降低了市场环境变化对公司的负面影响。
（3）金融支持，提升动力。报告期内，根据公司发展需要，公司筹备发行5亿元公司债券，发行申请于2012年12月7日获
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该笔公司债券将主要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公司债券的
发行将对未来公司生产运营和业务拓展带来有益的帮助。2012年公司及子公司累计获得近20亿元的银行授信。未来公司将秉
持稳健经营原则，利用金融工具，寻求资本支持，并用好用活每一分钱，为公司生产经营提供辅助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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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优化组织结构，打造节约型企业。2012年公司继续推进系统优化和管理升级工作，各单位职责更清晰，岗位更明确，
协作更顺畅。报告期内，结合公司现状，管理层提出开展“节约每一分钱”、“用好每一个人”、“做好每一件事”的“三省”活动，
并提出“以市场为导向，持续优化创新，集全员之力满足客户需求”的企业使命和“客户至上，贡献为本”的企业价值观。通过
在内部进行一系列的宣讲和主题活动，三省理念和贡献为本的风气正在形成。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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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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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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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年新纳入合并范围的主体和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主体
① 本年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年末净资产
本年净利润
71,116,439.36
21,116,439.36
苏州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65,039,455.84
68,790.15
香港爱康电力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新疆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64,028,105.37
12,028,105.37
68,000,646.27
3,295,731.15
苏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9,995,299.00
-4,701.00
青海尼赛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11,087,319.93
1,087,319.93
青海蓓翔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以上公司全部为本年新设取得的子公司或孙公司。
②本年没有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无

（5）对 2013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3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同比扭亏为盈
同比扭亏为盈
2013 年 1-3 月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万元）

200

至

2012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500
-39,820,128.97

1、相对于去年同期，公司增加了太阳能电站业务，电费收入带动毛利增长；
2、毛利率相对较高的安装支架产品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3、优
化组织机构，降本节支，期间管理费用同比大幅减少。

法定代表人签字：邹承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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