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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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0 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601229237.02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3294131285.13 元，减去 2019 年度利润分配 237780145.02

元，扣除根据本公司章程及新会计准则规定，对 2020 年度实现净利润按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44269433.77 元，对子公司杭州航民美时达印染有限公司和杭州航民合同精机有限公司提取职工

奖励及福利基金共计 459833.01 元，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3612851110.35 元。 

根据公司长远发展战略，兼顾股东利益，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总股本 108081884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2 元（含税），合计派

发现金 216163768.20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全部结转至下一年度。 

现金分红占当年的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为 3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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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利润分配预案需提交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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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民股份 60098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军晓 朱利琴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航民村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航民村 

电话 0571-82551588 0571-82551588 

电子信箱 hmgf@hmgf.com hmgf@hmgf.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在“穿着和佩戴”方面改善人们生活品质，满足人类穿戴舒适漂亮的美好

愿望，聚焦“纺织印染+黄金饰品”双主业发展，并以热电、织造、非织造布生产、工业用水、污

水处理、海运物流及印染机械相配套的公司。 

报告期内，公司聚焦印染和黄金饰品业务，不断提高其市场竞力，同时发挥热电、织造、非

织造布、工业用水、污水处理、近海物流运输及印染机械等业务配套协同。公司印染业主要从事

各种中高档棉、麻、T/C、灯芯绒、涤棉、涤毛及各种化纤织物或交织织物的染色、印花和后整理

加工，年加工规模为 10.2 亿米，“飞航”牌印染品已通过 ISO9001、ISO14001、Oeko-tex standard 100、

清洁生产审核等认证，使公司成为国内服装优质品牌以及国际品牌的合格供应商。公司多年来被

评为中国印染行业“二十强”企业。公司印染业务实行“代加工”的经营模式，即销售商购买坯

布，然后在印染企业下订单进行染色及后整理，采用该经营模式的印染企业只收取加工费。区别

于自营模式的印染企业，即印染企业自身购买坯布，再进行加工处理后销售。与自营模式相比，

公司采用代加工的经营模式，在降低库存风险、较快回笼账款、加速资金周转、规避汇率波动、

快速响应客户需求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公司的热电业务，发电量由国家电网以上网电价收购，

生产的蒸汽近 70%供应公司内部印染企业使用，其余部分供应周边企事业单位使用。电和蒸汽的

年产能规模分别为 6 亿度、500 万吨。公司黄金饰品业务，从事黄金饰品的设计、研发、生产、

批发及品牌建设，年产能为 80 吨。子公司航民百泰是上海黄金交易所首批综合类会员、国家首饰

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黄金协会会员单位，先后获得“中国黄金首饰加工量十大企业”、

“中国珠宝首饰驰名品牌”、“创建中国珠宝品牌优秀企业”、“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科技创新优

秀企业”等荣誉称号，“航民首饰”注册商标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生产的“航民首饰”黄金饰

品被认定为浙江名牌产品。航民百泰产品质量在行业内拥有较高的美誉度，长期为老庙黄金、老

凤祥、明牌珠宝、曼卡龙等多家国内知名黄金珠宝首饰品牌商提供优质的黄金饰品加工服务，在

做大做强黄金饰品加工业务的同时，公司积极发展旗下自有品牌、全国驰名商标“航民首饰”，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坚持创新求发展。黄金饰品销售业务模式以“加工+批发”为主，在加工业务模

式下，黄金原料由客户提供，航民百泰按照客户的需求生产产品，根据工艺复杂程度收取相应加

工费；在批发业务模式下，航民百泰以自购黄金原料生产黄金饰品，批发销售时，依据“黄金基

准价+加工费”的定价原则进行销售。航民百泰根据生产经营活动需要以及对市场行情的判断，通

过向上海黄金交易所直接采购和向银行进行黄金租赁两种方式采购黄金原材料，以上两种黄金采

购方式，实行“以销定购”的即时循环采购模式（在产品实现销售的同时采购等量的黄金原料），

可有效降低采购资金占用成本、控制黄金价格波动风险，使航民百泰专注于产品设计和精加工环

节，持续提高产品的质量和附加值。黄金租赁业务从银行租入黄金时取得实物黄金并入库用于生

产加工，在产品实现销售的同时采购等量的黄金原料。合约到期后，向银行归还等质等量的黄金

并按照一定的利率支付租赁费。公司非织造产品主攻合成革、汽车内饰、卫生材料等领域，年生

产规模 30000 吨。公司织布业务主要生产各档化纤、混纺织物，年生产能力 1500 万米。公司污

水处理业务（萧山东片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与印染主业相配套，设计日处理印染废水 5 万吨，选

用生化后物化处理工艺，经处理后出水达到印染废水国家间接排放标准及萧山环境集团进网要求。

公司海运业务拥有 6.58 万吨的运输能力，从事煤炭、矿砂、粮食、钢铁等多种商品的散货运输。 

自古至今，纺织（印染）业是民生产业，是与技术和文化结合最紧密的行业之一。印染作为

纺织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赋予纺织面料功能、提升纺织品档次、提高附加值的重要环节。当前，

印染行业在资源环境约束下，正在向“科技、时尚、绿色”实现转型与提升，企业发展面临良好

机遇。各级政府相继出台政策，鼓励和支持龙头企业发挥示范带动作用，进行技改创新、减排降

碳、智能制造、并购整合，进一步推进行业结构调整和持续升级。从整体看，我国印染行业“地

域集中、单家企业市场占有份额较低”的特点明显，生产主要集中在“上下游产业链配套、专业

市场比较发达、水资源较为丰沛、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的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山东等东部



 

 

沿海五省，印染布产量占比超过 95%以上，因此，东部沿海五省行业政策的变化以及企业的运营

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行业的分布格局和产业发展状况。2020 年，1581 家规模以上印染企业

印染布产量 525.03 亿米，单体平均产能只有 0.33 亿米，企业小而分散的行业特征明显。从产品结

构来看，印染行业中普通产品过剩，市场竞争激烈，而中高端产品开发生产，除了受下游消费升

级换代速度、上游高端面料开发能力的影响外，还取决于企业的研发力量、装备技术、管控水平

等。根据中国印染行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印染行业在疫情严重冲击下实现艰难复

苏，规模以上印染企业印染布产量 525.03 亿米，同比减少 3.71%；主营业务收入 2541.32 亿元，

同比减少 12.15%；主营业务成本 2189.95 亿元，同比减少 11.91%，占主营业务收入的 86.17%；实

现利润总额 126.68 亿元，同比减少 19.01%；完成出口交货值 345.91 亿元，同比减少 16.83%。规

模以上印染企业亏损户数 431 户，亏损面 27.26%，同比扩大 8.34 个百分点；亏损企业亏损总额

18.89 亿元，同比增长 15.82%。从公司印染业务情况看，在外销受限的情况下，积极开拓内销新

市场，全年实现印染业务收入 258601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23.31％，完成利润总额 43146 万元，

比上年同期减少 35.80 %。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数据显示， 2020 年，全年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以及国家逆周期

调控政策逐步落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恢复。受经济回暖及低温寒流影响，四季度电煤需求大幅

增加，电煤供应偏紧，推高电煤市场价格。根据中国沿海电煤采购价格指数（CECI 沿海指数）显

示，10 月份市场电煤价格进入“红色区间”后持续攀升。就公司热电业务来看，面对供汽下降和煤

价波动，效益略有增长，实现电力蒸汽业务收入 63180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10.53%，完成利润

总额 17530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3.61%。 

    目前，我国黄金珠宝首饰行业呈现区域性分布的特点，形成了以广东、浙江、山东等地区为

代表的产业集群发展格局，这些地区凭借资源、政策、区位、消费水平较高等优势，积极发展黄

金珠宝首饰特色经济及产业，培育了一批黄金珠宝首饰行业龙头企业，如公司的黄金首饰加工量

位居华东地区第一、全国第二。同时，黄金珠宝首饰企业的运营模式也呈现多元化发展和创新，

逐渐发展成为“以生产、加工为主的黄金珠宝首饰加工企业，以品牌、渠道建设和运营为主的黄

金珠宝首饰零售企业”构成的市场格局。受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提高、二胎生育全面放开、

婚庆市场的持续繁荣、消费群体年轻化以及三四线城市消费升级等影响，我国黄金珠宝首饰消费

需求将会不断释放。根据中国黄金协会统计，2020 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全国迅速采取严

格的防控措施，黄金首饰、金条等生产加工和零售均受到较大影响。全年全国黄金实际消费量

820.98 吨，与 2019 年同期相比下降 18.13%。其中：黄金首饰 490.58 吨，同比下降 27.45%。就公

司黄金饰品业务来看，受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全年完成销售收入 190228 万元，比上年减少

25.64％；完成利润总额 7455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33.56%%；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814.43 万元，未能如期完成年度业绩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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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70,402,491.71 7,044,403,911.28 6.05 6,544,543,178.99 

营业收入 5,232,783,774.61 6,694,459,050.22 -21.83 7,533,894,736.1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601,229,237.02 736,972,121.13 -18.42 661,906,018.91 

归属于上市公 551,208,166.50 689,838,731.04 -20.10 575,566,089.34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5,180,981,872.00 4,817,992,613.01 7.53 4,294,780,896.76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057,906,568.65 1,003,308,819.07 5.44 994,965,223.35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56 0.68 -17.65 0.6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56 0.68 -17.65 0.61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2.07 16.23 减少4.16个百分

点 

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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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7,473,714.13 1,224,899,531.66 1,387,925,928.17 1,552,484,600.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4,149,069.45 169,023,655.38 155,764,085.78 202,292,426.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60,279,386.24 152,514,020.19 141,081,338.10 197,333,421.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4,737,649.33 356,783,785.50 248,475,833.62 227,909,3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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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2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3,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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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航民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 

16,658,177 421,965,306 39.04 81,405,864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万向三农集团有限公 0 120,025,003 11.11 0 无   境内非



 

 

司 国有法

人 

环冠珠宝金饰有限公

司 

0 78,213,477 7.24 78,213,477 无   境外法

人 

陈升 21,447,121 43,837,029 4.06 0 无   未知 

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

司 

0 23,315,838 2.16 0 无   国有法

人 

台州市路桥区路南街

道方林村经济合作社 

752,500 20,561,235 1.90 0 无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1,905,573 14,227,235 1.32 0 无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欧价值发

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14,109,714 1.31 0 无   未知 

太平洋机电（集团）

有限公司 

0 12,397,520 1.15 0 无   国有法

人 

平安基金－中国平安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个险分红

－平安人寿－平安基

金权益委托投资 2号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0 9,192,946 0.85 0 无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控股股东浙江航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位列前 10名的

其它 9家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除公司控股股东浙江航民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外位列前 10名的其它 9家无限售条件股东之

间的关联关系，也未知其相互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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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523278万元（合并报表），同比下降 21.83%；实现营业利

润 79374万元，同比下降 19.39%；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0123万元，同比下降 18.42%；

每股收益 0.56元，同比下降 1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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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的要

求，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该准则。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第十一节财务报

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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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将杭州航民小城热电有限公司、杭州航民热电有限公司、杭州航民江东热电有限公司、

杭州澳美印染有限公司、杭州航民美时达印染有限公司、杭州航民达美染整有限公司、杭州航民

钱江染整理有限公司、杭州萧山航民非织造布有限公司、浙江航民海运有限公司、杭州航民水处

理有限公司、杭州萧山东片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杭州航民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杭州航民合同精机

有限公司、杭州航民百泰首饰有限公司、杭州航民百泰首饰销售有限公司、杭州尚金缘珠宝首饰

有限公司、杭州航民华恒首饰有限公司和杭州航民达美纺织品贸易有限公司等 18家子公司纳入本

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情况详见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 

 

 

 

 

 

浙江航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朱重庆  

 

2021 年 4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