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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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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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 2021 年 3月 16 日召开的九届二十二次董事会会议的决议：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

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股派送现金红利人民币 3.90元（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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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机电 600835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机电B股 900925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郑英霞 邢晖华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1286号汇商大

厦9楼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1286号汇商大

厦9楼 

电话 (021)68547168 (021)68547168 

电子信箱 shjddm@chinasec.cn xhh@chinasec.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业务涉及电梯制造、冷冻空调设备制造、印刷包装机械制造、液压产品制造、焊接器材

制造、人造板机械制造、工程机械制造及电机制造等领域，与三菱电机、纳博特斯克、开利、雷

戈伯劳伊特、德昌、ABB等世界知名企业进行合资合作。 

公司不仅拥有 “上海三菱”这一著名电梯品牌，而且与有着“世界空调之父”之称的美国开

利公司共同组建、经营其在华企业，形成了品牌优势和规模优势，带动了公司其它领域的共同发

展，形成了机电一体化产业板块，具有强劲的发展势头。 

公司以发展为主线，调整为重点，加快新体制新机制的创新，加大新技术新装备的投入，以

“做精、做强、做大”为目标，实施产业集约化发展、技术高端化提升、资源全球化集成的经营

战略。 

公司旗下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承担了公司最为重要的电梯业务，投资总额 2 亿美元。公司

经过三十多年的创业与发展，累计制造和销售电梯已超过 100万台。 



针对当前全球电梯行业高速化、环保化的发展趋势，公司成功研制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能量回馈、节能环保型的中高速电梯，打破了国外企业在该领域的技术垄断，带动了行业技术能

级的提升。 

自动扶梯方面，公司在引进吸收 J 型、A 型自动扶梯技术的同时，自主研发了 C 型自动人行

道、HE型公共交通型扶梯和采用全新技术的 K型自动扶梯。针对市场对客户化和节能环保型自动

扶梯产品的需求，研发团队已陆续开发相关新技术和新产品。其中，自动扶梯应用能量回馈、高

效传动、变压变频驱动系统等先进技术，具有突出的节能环保特点，可取得良好的节能效果及显

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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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36,171,791,042.04 34,553,547,531.97 4.68 34,150,917,532.08 

营业收入 23,394,105,805.46 22,287,777,845.49 4.96 21,442,123,633.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129,961,314.04 1,129,931,561.64 0.00 1,324,550,757.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064,887,936.88 1,002,650,541.85 6.21 1,204,262,803.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1,928,407,299.12 11,450,932,053.62 4.17 10,964,069,870.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96,371,403.71 211,021,660.96 419.55 201,862,848.63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10 1.10 0.00 1.3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10 1.10 0.00 1.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9.69 10.15 减少0.46个

百分点 

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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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0,538,459.97 7,856,831,141.18 6,141,414,217.12 6,275,321,987.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6,613,510.97 486,735,546.34 325,741,836.91 210,870,419.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88,778,868.44 464,930,690.02 317,255,905.89 193,922,472.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82,523,745.75 1,767,261,942.70 1,066,495,178.41 45,138,028.3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于 2020 年第二季度向上海电气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气投资”）收购溧阳申菱电

梯工程有限公司、上海老港申菱电子电缆有限公司股权，由于公司与电气投资属同一控股股东上

海电气股份控制，故公司需按照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相关规定，对第一季度财务报表进行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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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13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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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 491,073,586 48.02 0 无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7,641,129 81,549,784 7.97 0 无 其他 

GIC PRIVATE LIMITED -5,147,336 30,286,726 2.96 0 未知 其他 

天津礼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卓越长青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22,260,542 26,860,481 2.63 0 无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0 13,741,800 1.34 0 无 国家 

GUOTAI JUNAN 

SECURITIES(HONGKONG) 

LIMITED 

-1,371,989 9,164,894 0.90 0 未知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869,993 6,600,000 0.65 0 无 其他 

TWEEDY,BROWNE GLOBAL VALUE 

FUND 

6,463,000 6,463,000 0.63 0 未知 其他 

MATTHEWS CHINA DIVIDEND 

FUND 

0 4,976,114 0.49 0 未知 其他 

SEAHAWK CHINA DYNAMIC FUND 4,376,564 4,376,564 0.43 0 未知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前十名流通股的其他

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其他股

东之间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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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公司在经营管理上突出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紧紧围绕“主动对标找差距，奋力进取增实力”的经营方针和应对疫情的“4+1”行动

开展工作，克服重重困难，全年主要经营指标实现同比增长。 

（2）推进精细化管理、加强成本管控、实现提质增效，使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精细化管理”为抓手，加强对新接订单、现金流、应收账款和存

货的日常监管，向管理要效益，通过精细化管理提升运营质量。 

（3）扎实推进产业发展 

公司积极思考未来发展，提出了聚焦“先进制造”和“智能制造”，加快数字化、信息化、网

络化转型，发展高端“机电一体化产品”和“工业自动化产品”；结合公司现有产业和实际情况，

明确了发展思路和发展目标。 

（4）抓风险管控，提升联营企业的管理质量 

1）以审计为抓手，加强对联营企业的运营监督 

2）提供平台，加强联营企业之间交流，在现有合作的基础上，拓展合作领域，努力使联营

企业做大、做健康。 



（5）加强安环管理体系建设 

公司认真落实各级政府关于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的工作要求，以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

部署，加强安环工作的领导和管理，进一步完善安环管理体制，推进安环各个专项工作的开展，

构建“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安环责任体系。 

通过进一步推进职业卫生健康管理，加强职业危害治理，为企业发展营造规范、健康、和谐、

安全的环境。2020年公司的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工作始终处于受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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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20 年颁布了《关于印发<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财

会[2020]10号) 及《企业会计准则实施问答》(2020年 12月 11日发布)。本公司已采用上述通知

和实施问答编制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对本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列示如下： 

（1）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 

对于由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引发的、分别与承租人和出租人达成的且仅针对 2021年 6月 30 日

之前的租金减免，本公司在编制 2020年度财务报表时，均已采用上述通知中的简化方法进行处理。 

（2）企业会计准则实施问答 

单位：元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 2019年度本公司 

本公司将原计入信用减值损失项目的合

同资产减值损失重分类至资产减值损失

项目。 

信用减值损失 -2,721,634.96 

资产减值损失 2,721,63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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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