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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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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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3月 2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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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5.00 元（含税）。以上利润分配预案尚须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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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光科技 603657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胜永 杨勤娟 

办公地址 浙江省金华市安文路420号 浙江省金华市安文路420号 

电话 0579-82237156 0579-82237156 

电子信箱 cgzqb@chinacgh.com cgzqb@chinacgh.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软管及配件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通过在原料开发、结构方案设计、专用



设备研制、模具开发、产品供应、售后服务等方面形成的完善服务体系，致力于为清洁电器制造

商提供多元化、系统化、定制化的软管及配件集成解决方案。公司软管及配件产品主要应用于吸

尘器等清洁电器领域，并已逐步延伸至挂烫机、洗碗机和户外清扫工业除尘系统等领域。 

（二）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设有采购部负责原材料等的采购工作，并制定了规范的采购流程与管理制度。  

公司销售部门在获取客户订单并录入 ERP 系统后，系统会根据订单产品种类及数量自动生成

物料需求单，采购部根据生产计划和不同物料的采购周期制订采购计划。公司建有合格供应商名

录，采购部根据原材料采购计划并向合格供应商进行询价及议价，在确定供应商后下达采购订单

并组织采购，所购原材料经品管部检验合格后入库。  

2、生产模式  

公司根据自身业务与所处行业特点，主要采取“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公司销售部门根据

客户订单约定的交货安排制订出货计划，计划部根据客户订单及出货计划制订生产计划单，生产

部根据生产计划单组织各车间进行生产。  

公司的软管及配件产品主要原材料为聚乙烯类、PVC、筋条、ABS和增塑剂等。公司对原料进

行自主研发和改性，优选出合理的配方后由造粒车间根据客户的定制化要求进行聚合，再由软管

车间和配件车间分别进行软管与配件产品的生产制造，最后由组装车间进行成品组装。  

3、销售模式  

公司产品销售采取直销模式，公司内贸部、外贸部分别负责国内、国际客户的市场开拓、订

单跟踪与客户关系维护。  

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以吸尘器为主的清洁电器领域，系戴森、鲨科、必胜、胡佛等知名品牌

的指定供应商。根据品牌企业的要求，公司将软管及配件产品销售给其指定的吸尘器 ODM/OEM 厂

商后，由 ODM/OEM厂商制造成吸尘器整机后销售给吸尘器品牌企业。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行业情况  

公司所处行业属于橡胶和塑料制品行业，细分行业为清洁电器软管行业。公司主要从事清洁

电器软管及配件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应用于吸尘器等清洁电器领域。  

目前全球吸尘器等清洁电器的消费和使用主要集中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其对吸尘器的

使用习惯和更新换代需求奠定了全球吸尘器需求稳步增长的基础，但随着国内城镇化进程加快、

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年轻人群生活理念转变、购物方式的进步以及对清洁电器认知度的提升，

国内吸尘器、洗碗机、挂烫机等清洁电器的市场需求将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近年来，清洁电器

软管行业随着下游市场需求增长取得了较快的发展，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且软管及配件产品

呈现系统化、多样化、高端化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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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增减(%) 

总资产 1,237,055,630.75 996,169,144.19 24.18 958,857,974.26 

营业收入 854,002,047.66 562,866,267.58 51.72 507,084,394.3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42,445,444.16 106,608,055.90 33.62 100,968,699.8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33,105,660.86 100,990,791.63 31.80 86,324,096.3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961,754,742.66 872,038,890.63 10.29 841,108,974.70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8,795,801.68 126,218,926.11 -53.42 104,297,022.37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06 0.79 34.18 1.2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06 0.79 34.18 1.23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5.60 12.54 增加3.06个百分

点 

1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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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838,097.38 195,383,010.12 256,238,415.41 296,542,524.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5,255,285.67 33,528,098.97 45,096,846.76 48,565,212.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15,621,077.10 30,258,437.18 42,048,852.65 45,177,293.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2,035,243.84 1,638,850.27 2,744,384.25 32,377,3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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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1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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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光控股 18,000,000 63,000,000 46.88 63,00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陈正明 2,400,000 8,400,000 6.25 8,40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凯弘投资 2,027,240 7,095,340 5.28 7,095,34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陈凯 1,800,000 6,300,000 4.69 6,300,000 质押 4,508,000 境内自然人 

陈弘旋 1,200,000 4,200,000 3.13 4,20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方秀宝 -880,000 3,620,000 2.6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张春霞 600,000 2,100,000 1.56 2,10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袁鑫芳 600,000 2,100,000 1.56 2,10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浙江晖鸿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晖鸿掘

金 10号私

募证券投

资基金 

1,995,300 2,007,900 1.49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毅宁投资 322,760 1,129,660 0.84 1,129,66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陈正明、张春霞为夫妻关系；股东陈凯和陈弘旋均为陈正明、张春

霞之子，四者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袁鑫芳系陈正明姐姐的女儿；2、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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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中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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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 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1) 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

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

执行新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①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 2020 年 1 月 1 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  目 
资产负债表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响 2020 年 1 月 1 日 

预收款项 143,541.24 -143,541.24  

合同负债  127,027.63 127,027.63 

其他流动负债  16,513.61 16,513.61 

② 对 2020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合同变更，公司采用简化处理方法，对所有合同根据合同

变更的最终安排，识别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确定交易价格以及在已履行的和尚未履

行的履约义务之间分摊交易价格。采用该简化方法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2) 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于 2019 年度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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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将苏州凯弘、金华弘凯公司、马来西亚 CGH 公司、春光国际公司和越南 CGH公司等五家子

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