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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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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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拟向全

体股东每 10股派送 1.9元（含税）现金红利，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25,334,600元 ，本方案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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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菱精工 60335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田媛   

办公地址 安徽省宣城市郎溪县梅渚镇   

电话 0563-7793336   

电子信箱 ty@xchualing.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主要业务 

本公司主要从事电梯配重产品、钣金产品等电梯配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对重块、

新型补偿缆等配重产品以及电梯用钣金产品等配件以及加装电梯。除电梯行业外，公司充分发挥

机械加工方面的装备、工艺、技术等优势，开发、推广应用于智能停车库领域钣金件新产品及整



体车库产品、风电塔筒内饰件及升降机等新产品，逐步向智能停车库、风电塔筒等钣金件、成品

领域拓展。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华菱激光主要从事激光切割机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2、经营模式 

公司的生产模式基本上是以销定产，即根据客户的需求订单制订周计划、3 天计划、日计划并组

织生产，同时根据制订的生产计划采购所需原材料并按照业务计划生产，确保及时交付。公司主

要产品包括复合对重块、新型补偿缆等配重产品、各类钣金产品、整体车库、加装梯等均属于非

标产品，需根据订单设计、制造，故公司实行订单式销售，采用直销方式将产品直接销售给客户，

减少公司与客户沟通的中间环节，使得客户的需求能够及时反馈给公司，有助于公司迅速掌握客

户动态，做出相应决策。 

公司电梯、智能停车库、风电塔筒等零部件业务已建成安徽本部、广州、重庆三个制造基地，目

前正在发展天津基地，形成辐射华南、华北、华东、西部的全国性生产能力，致力于为客户提供

“一品四厂”快速反应的配送、服务体系，逐步由区域性向全国性生产及服务企业转变，由传统

性企业向先进、高端的装备制造业转型。 

3、行业情况说明 

2019 年，受房地产施工加快带动，国内电梯产量达到 117.30 万台，同比增长 38%，行业景气度有

所恢复。近年来，旧梯改造、老房加装电梯带来的需求呈加速增长趋势。旧梯改造方面：2019 年

底，国内在用梯保有量近 700 万台，其中运行 15 年以上的老旧电梯数量逐年增加，旧梯改造需求

正在逐年释放。老房加装电梯方面： 2018 年全国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1 万部左右，占 2018 年电梯

需求的 1.2%。据住建部 2019 年 7 月 1 日的统计数据，预计 2019 年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有望提升电

梯需求 2%左右，近 2 万台。随着“城市旧改”的全面启动，未来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增长速度将

超过 100%，而旧楼加装电梯的需求有 400 万部之巨，前景广阔。2019 年 6 月 19 日国常会按照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部署加快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工作，2019 年 12 月上海市住建

委、市房管局等十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的若干意见》

于 12 月 25 日起实行，加梯工作中存在的一系列瓶颈问题有望得到解决。随着一系列政策落地，

旧楼加装电梯市场有望提速。 

2018 年我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 3.27 亿量，根据国际城市建设经验，停车泊位数应达到车辆保有量

的 1.1-1.3 倍，而我国大城市汽车与停车位比例约为 1：0.8，中小城市约为 1:0.5，我国停车位建

设速度与汽车保有量增速严重不匹配，未来需求有望持续增长。 特别是在城市土地资源日益紧缺



的形势下，要求对集约化利用土地资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机械停车设备相对于传统停车位而言

具有占地面积小，土地利用率高等优势，成为解决城市停车难问题的有效途径，未来大有可为。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上海机电 2019 年年度报告  方正证券研报 东北证券研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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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1,276,440,338.57 1,009,991,059.81 26.38 540,322,561.41 

营业收入 1,442,613,050.15 975,833,868.61 47.83 681,637,071.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9,021,258.31 61,079,967.28 13.00 59,681,047.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6,022,714.56 52,544,225.72 25.65 52,524,231.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732,884,954.12 687,856,784.70 6.55 332,959,689.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3,315,774.75 -49,328,004.78 -8.08 18,503,771.28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2 0.47 10.64 0.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52 0.47 10.64 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9.72 9.38 增加0.34个百分点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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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378,647.68 376,915,993.91 406,574,695.77 425,743,712.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2,433,122.87 28,724,771.02 21,609,030.14 6,254,334.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12,380,607.16 23,629,599.87 20,004,905.28 10,007,602.25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000,759.86 -52,742,234.35 -115,110,774.39 110,536,47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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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1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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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业华 0 33,100,000 24.82 33,100,0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薛飞 -3,187,000 9,616,000 7.21 0 质押 6,260,000 境内

自然

人 

田三红 -3,218,400 8,781,600 6.59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葛建松 0 8,150,000 6.11 0 质押 5,705,000 境内

自然

人 

蒋小明 0 5,700,000 4.27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马息萍 6,600 5,006,600 3.75 5,000,0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黄超 0 5,000,000 3.75 5,000,0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朱龙腾 0 2,900,000 2.17 0 质押 2,030,000 境内

自然



人 

刘咨虎 -530,000 1,470,000 1.10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张丽 1,300,000 1,300,000 0.97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黄业华、马息萍是夫妻，黄超系黄业华、马息萍夫妇之子。

公司无法得知其余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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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261.30万元，同比增长 47.83%，实现营业利润 8,509.01万元，

同比增长 24.45%，实现利润总额 8,727.17万元，同比增长 14.2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6,902.13万元，同比增长 13%。主要在于公司持续开拓新客户、开发新产品，积极深挖客

户潜力、努力开拓新市场、扩大新产品类别，目前涉及电梯零部件、车库钣金零部件及整库、加

装电梯、风电塔筒内饰件及升降机等类别产品；公司内部持续推进自动化改造升级、降本增效，

对外投资效应初显，募投项目逐步实现效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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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6〕6 号），对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调整，涉及财务报表列报项目的变更，应当对可

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 

财政部于 2017 年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

则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

工具列报》（上述四项准则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 

“1、财务报表格式调整  

本次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调整是根据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要求进行的变更，

不会影响公司当期利润及所有者权益，不涉及以前年度追溯调整， 不涉及公司业务范围的变更，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2、会计准则变更  

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衔接规定，公司无需重溯前期可比数，比较财务报表列报的信息与新收入



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须调整。公司不重溯 2019 年末可比数。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 2019

年度相关财务数据。  

根据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公司对 2019年 1月 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进行追溯调整。  

根据债务重组准则，公司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根据本准则进行

调整，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整。  

除上述项目变动影响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当期及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总资产、负

债总额、净资产以及净利润产生影响。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属于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相关

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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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宣城市安华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广州市华菱电梯配件有限公司、重

庆市华菱电梯配件有限公司、安徽福沃德干燥设备有限公司、重庆澳菱工贸有限公司、宣城市华

菱激光科技有限公司、溧阳安华精工科技有限公司、溧阳市华菱精工科技有限公司、河南省华菱

精工科技有限公司 9家子公司和郎溪县华展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1家孙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