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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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黄双全 公务原因 王福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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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条件，公司拟以总股本 859,946,895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送现金红利 4.0元（含税），共分配现金红利 343,978,75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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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日股份 600894 *st广钢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杜景来 巴根 

办公地址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1222号万胜广

场B塔17楼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1222

号万胜广场B塔17楼 

电话 020-38371213 020-38371213 

电子信箱 grgf@guangrigf.com grgf@guangrigf.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主要业务 

公司的业务范围包括设计、生产、安装、维修及保养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和智能机

械式停车设备、月台屏蔽门设备，设计和生产电梯电气零部件及相关电气产品、电梯导轨以及相

关零配件，并提供包括运输服务、配送服务、仓储服务、包装服务、流通加工等第三方物流服务



的技术及能力，可提供一站式的设计、生产、安装、维修、保养和物流服务，以及电阻焊机、自

动弧焊专机、机器人系统、激光焊接系统以及自动化生产线集成等。 

（2）经营模式 

公司创新地建立了集约化经营模式，即在电梯市场集中需求地创建电梯工业园，园区内设立

电梯电气配件生产厂，并配套提供一体化供应链服务，形成电梯零部件、LED 照明产品和电梯导

轨生产能力及物流服务能力，通过产业集群，充分发挥公司产业链完整的优势，实现各业务板块

战略共生、协作发展，从而提高区域竞争力。 

公司为华南最大电梯生产厂商。电梯整机及零部件业务拥有广州、天津、昆山、成都四个制

造基地，形成辐射华南、华北、华东、西部的全国性生产能力，正致力于由区域性企业向全国性

的电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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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梯行业目前已经进入产业成熟期，行业竞争更加激烈、同质化竞争严重，毛利率有所下降。

报告期内，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反弹实现同比上涨,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降幅收窄并接近与上一年度

持平，电梯加装改造业务增速较快，带动了电梯整机销量增速的回升。在以高铁及地铁为代表的

轨道交通系统的大力发展的影响下，轨道交通站点设施已成为了电梯市场需求的有力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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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23,175,839.55 10,392,157,977.07 12.81 9,678,491,111.66 

营业收入 6,773,440,608.17 6,121,891,524.87 10.64 5,463,009,582.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712,514,330.41 426,593,103.35 67.02 134,063,510.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617,781,033.31 390,693,741.53 58.12 53,496,729.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8,107,511,071.53 7,515,780,754.23 7.87 6,948,755,357.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14,114,543.52 238,952,385.32 73.30 273,941,047.0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286 0.4961 67.02 0.155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286 0.4961 67.02 0.15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9.14 5.83 增加3.31个百分点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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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4,468,540.31 1,863,430,689.37 1,979,435,133.61 1,836,106,244.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129,292.61 271,690,419.54 216,392,301.85 184,302,316.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8,299,988.09 261,432,371.74 223,782,233.51 114,266,439.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0,412,457.37 246,116,277.33 64,901,677.68 223,509,04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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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4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0,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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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智能装备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 

486,361,929 486,361,929 56.56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0 16,630,000 1.93 0 无 0 国有法人 

广州维亚通用实业有

限公司 

0 11,074,315 1.29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广州花都通用集团有

限公司 

0 6,687,291 0.78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广州市南头科技有限

公司 

0 6,332,872 0.74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武汉雷石融泰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0 4,300,857 0.50 0 无 0 其他 

吴翼飞 未知 2,357,100 0.2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吴军 -203,100 2,272,602 0.2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孙波 1,090,365 2,081,501 0.2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孙建国 -118,500 1,876,084 0.2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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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73亿元，同比增长 10.64%；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 71,251.43万元，同比增长 67.0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为 61,778.1万元，同比增长 58.12%；净资产收益率为 9.14%；基本每股收益为 0.8286 元。报告

期内净利润上升的主要原因：①公司努力克服新冠疫情的影响，整机及电梯零部件业务稳健发展，

营业毛利额较去年同期增加；②公司确认的投资收益较去年同期增加；③公司非流动性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较去年同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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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

称和金额)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

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

收入》（财会[2017]22 号），本

公司按照规定自 2020年 1月 1

日起实施。 

经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决议审议通过 

见其他说明 

 

其他说明 

财政部于 2017年 7月 5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以下

简称新收入准则），本公司按照规定自 2020年 1月 1日起实施。本公司在编制财务报表时，执行

了相关会计准则，并按照有关的衔接规定进行了处理。 

因执行新收入准则，本公司重新评估主要合同收入的确认和计量、核算和列报等方面。根据

新收入准则的规定，本公司选择仅对在 2020 年 1 月 1 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进行调整。



首次执行的累积影响金额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初（即 2020 年 1 月 1 日）的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

他相关项目金额，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收入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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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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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账款 1,149,597,038.02 -61,392,006.04 1,088,205,031.98 

合同资产 - 106,430,959.69 106,430,959.69 

递延所得税资产 21,531,532.64 1,462,761.47 22,994,294.11 

预收账款 744,733,978.82 -744,733,978.82 - 

合同负债 - 711,112,590.45 711,112,590.45 

其他流动负债 38,326,155.09 88,412,085.16 126,738,240.25 

未分配利润 3,743,359,487.08 -8,288,981.67 3,735,070,50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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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广州广日电梯工业有限公司 广州广日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广日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广日物流有限公司 安捷通电梯有限公司 广州塞维拉电梯轨道系统有限公司 

广州广日智能停车设备有限公司 广日科技发展（昆山）有限公司 广州广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高达物流中心有限公司 深圳市广日电梯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珠海市广日电梯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广日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艺宏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安速通建筑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广日物流（昆山）有限公司 广日电气（昆山）有限公司 成都广日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广日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成都广日物流有限公司 成都塞维拉电梯轨道系统有限公司 

江西莱菱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西屋月台屏蔽门（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松兴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博伊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佳研机器人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加倍福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广州菱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详见年度报告财务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化”及“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