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1002                                                  公司简称：晋亿实业 

 

 

 

 

 

 

 

 

晋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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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0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02,378,337.90 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 193,597,782.67 元，提取 10%法定盈余公积金 19,359,778.27

元，减去本期已对晋亿物流公司投资由成本法转变为权益法核算调整减少其他未分配利润

4,913,188.10 元，当年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169,324,816.30 元，加上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

651,711,433.3 元，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821,036,249.60 元。 

鉴于公司报告期取得了较好的经营收益，本着积极回报股东，与全体股东共享公司经营成果

的宗旨，同时兼顾公司发展的需要，故建议以公司2020年末总股本95122.8万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现金0.5元(含税)，共计派发股利4756.14万元，剩余未分配利润773,474,849.60元继续用

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并转入以后年度分配。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

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不存在差异化分红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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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亿实业 60100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俞杰 张忠娟 

办公地址 浙江省嘉善经济开发区晋亿大道8号 
浙江省嘉善经济开发区晋

亿大道8号 

电话 0573-84185042 0573-84098888-630 

电子信箱 yj@gem-year.net zzj@gem-year.net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专业从事各类紧固件的研究和开发，生产销售各类紧固件、铁道扣件、五金制品、精线、

自动化仓储设备、钢轨等产品。公司持续提升生产的智能化水平，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加快公司

转型升级，优化产品结构，根据不同用户需求提供定制化服务，大力研发中高端紧固件产品，提

高产品附加值，积极开拓线上销售模式，为全球客户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 

（二）经营模式 

采购模式：经使用部门申请后由采购部统一进行采购，公司根据质量控制体系要求，在原材

料采购、外购外协和委托服务等方面制定了供应商选择方式、评价标准和控制方法，确保采购物

品满足公司要求。采购部对选出的供应商进行评价验证合格后列入合格供方名录。采购部会同品

保部、制造部和物料管制中心对供应商进行考核，对于有重大异常情况发生的供应商则随时进行

评价或者列入重新调查对象名单。公司启用 ERP 供应商协同平台，采用数据分析，采购部根据实

际需求预测制定采购需求计划并不断优化。根据生产现场使用量设定采购的库存控制量，根据生

产计划，每种原辅材料在保证一定的安全库存。 

生产模式：采用按计划生产和按订单生产相结合的生产模式。对于内销标准件，根据对市场

需求的预测以及客户的需求情况等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对部分标准件提前生产、备货。对于内销

非标准件，在与客户签订购货合同后，根据交货期，安排生产计划，组织生产。对于外销产品，

以订单生产为主，根据交货期以及规模生产的考虑，安排生产计划。铁路扣件产品按客户合同，

在驻场监造监管下生产，同时保持合理的安全库存，以备铁路客户要求的紧急发货，再根据客户

需求状况调整生产进度。 

销售模式：紧固件产品采用直销与经销相结合的销售模式，一方面充分利用公司资源开发、

直接将产品销售给各行业大型企业；另一方面通过经销商服务各个区域，推广晋亿品牌。铁道扣

件销售主要通过各商务平台竞价投标出售。 

（三）行业说明 

紧固件行业： 

公司所属的紧固件制造业，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中属于 348 的通用零部件制造业，

在《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中属于 C34 的通用设备制造业。 

紧固件是应用最广泛的机械基础件，被誉为“工业之米”，广泛应用于汽车、能源、电子、电

器、机械等行业，在各种机械设备、车辆、船舶、铁路、桥梁、建筑、仪器仪表等处都可以看到

各式各样的紧固件。随着我国冶金、机械、电子、汽车与建筑工业的飞速发展，以及我国工业的

不断进步，带动了紧固件的需求及生产。作为最基础、最通用的机械基础件，紧固件产业对国家

新战略新兴产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具有广阔的市场需求和良好的发展前景，同时促使紧固件

企业需要不断研发生产更高质量和性能的产品。我国紧固件产业产量居世界第一，是名副其实的

生产大国和出口大国，紧固件全行业基本上保持着平缓的增长，但国内紧固件低端产品产能严重

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紧固件产品正从低端转向中高端发展。紧固件行业进出口产品结构不

平衡的问题依然存在，由于产品竞争能力、专业度和技术水平仍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很长一

段时间依然会处于出口低端产品、进口高档产品的阶段。国内紧固件生产仍然为低档次产品充斥

主导市场，高档次、高精度、高强度紧固件有部分仍需进口，且缺乏从技术服务到解决机械紧固

方案，行业亟待转型升级，实现产品、设计、制造和管理的数字化，产品和制造过程的绿色化是

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铁路扣件行业： 

我国铁路总通车里程较长，新增铁路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增加，随着新增线路及运能提升带来

的机车需求和铁路铺轨需求的增加，为铁路扣件市场注入持续增长的动力，铁路扣件市场逐步发

展给公司带来了稳定的发展空间。公司的铁路扣件产品系非标准特殊紧固件的一种，主要供应国



内高速铁路等轨道交通工程项目，是轨道交通建设所需的关键零部件，为适应不同类型的使用要

求及使用环境进行定制生产，对原材料、生产工艺和产品质量等多项指标都有很高的要求，具有

很强的专业性及技术性，该行业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研发体系，行业技术要求和进入门槛

相对较高，专业生产企业较少。2020 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7819 亿元，新建铁路投产

里程 4933 公里，其中高速铁路 2521 公里，增、新建铁路复线投产里程 3380 公里，电气化铁路

投产里程 5480 公里，新改建高速公路里程 12713 公里(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0 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确立了 2021 年主要工作目标：铁路安全保

持持续稳定；国家铁路完成旅客发送量 31.12 亿人、同比增长 43.7%，货物发送量 37 亿吨、同比

增长 3.4%；扎实推进川藏铁路等国家重点工程，全面完成铁路投资任务，投产新线 3700 公里左

右；完成铁路经营总收入 11770 亿元；努力实现铁路节能减排目标。（数据来源：中国国家铁路集

团有限公司） 

行业地位： 

公司是国内紧固件行业龙头企业，是全球最大的紧固件制造厂商之一，生产国标（GB）、美

标（ANSI）、德标（DIN）、意标（UNI）、日标（JIS）、国际标准（ISO）等各类高品质螺栓、螺母、

螺钉、精线及非标准特殊紧固件，服务全球客户，拥有行业内领先的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同时

公司是铁路扣件系统的集成供应商，扣件系统产品种类齐全，是国内唯一一家能够生产制造全套

时速 250 公里和 350 公里高铁扣配件及整件产品的企业，是行业内的领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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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1,298,015.66 4,234,221,183.34 17.17 4,743,226,251.87 

营业收入 2,521,879,333.89 2,947,098,702.41 -14.43 3,471,277,743.9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502,378,337.90 138,501,374.15 262.72 177,795,113.7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25,891,711.08 129,979,812.85 -3.15 180,943,434.6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3,954,515,740.44 2,715,909,026.39 45.61 2,507,823,241.92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476,759,166.32 431,092,124.92 10.59 341,316,485.68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56 0.17 229.41 0.22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56 0.17 229.41 0.22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4.61 5.24 增加9.37个百分

点 

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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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185,353.68 713,000,227.53 748,728,379.24 761,965,373.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9,645,085.22 48,353,912.56 75,346,716.39 369,032,623.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7,743,870.54 31,148,373.72 44,644,468.87 42,354,997.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77,364,000.67 147,586,755.71 -50,129,077.73 301,937,48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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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65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5,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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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CHAMP 

ENTERPRISE CO., 

LTD. 

44,309,160 372,064,367 39.11 44,309,160 无 0 境外

法人 

晋正贸易有限公司 40,000,000 40,000,000 4.21 40,000,00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0 19,434,000 2.04 0 无 0 未知 

晋正投资有限公司 17,405,060 17,405,060 1.83 17,405,06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陈帅 3,660,000 4,097,600 0.43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华鑫证券－湖南湘江

中盈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华鑫证券中盈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4,000,000 4,000,000 0.42 0 无 0 未知 

潘琴玉 33,000 3,709,959 0.39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国泰大制造

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3,200,000 3,200,000 0.34 0 无 0 未知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2,510,700 2,838,500 0.30 0 无 0 未知 

郭成良 0 2,780,800 0.29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以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CHIN CHAMP ENTERPRISE 

CO., LTD.为本公司发起人股东。公司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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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国内整体机械零配件市场需求下降，国际贸易环境严峻，外贸下

滑明显，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521,879,333.89 元,同比下降 14.4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02,378,337.90 元,同比增长 262.72%,主要原因是非经常性损益大幅增长，公司为打造高效便

捷的五金供应链体系，引进顺丰投资及外部投资者共同对原全资子公司晋亿物流增资，因股权转

让及外部股东增资由成本法变更为权益法核算，在丧失控制权日按公允价值重新计量确认投资收

益所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25,891,711.08 元，同比下降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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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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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将晋德有限公司、浙江晋吉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广州晋亿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嘉善晋亿轨

道扣件有限公司、泉州晋亿物流有限公司、沈阳晋亿物流有限公司和浙江晋正自动化工程有限公

司（以下分别简称晋德有限公司、晋吉汽配公司、广州晋亿公司、晋亿轨道公司、泉州物流公司、

沈阳物流公司、浙江晋正公司）等 7 家子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情况详见本财务报表

附注六和七之说明。 



董事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