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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847                               证券简称：中船汉光                      公告编号：2021-014 

中船重工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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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冷欣新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陈丽京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97,34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92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船汉光 股票代码 30084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申其林 张兰 

办公地址 河北省邯郸市开发区世纪大街 12 号 河北省邯郸市开发区世纪大街 12 号 

传真 (0310)8068180 (0310)8068180 

电话 (0310)8066668 (0310)8066668 

电子信箱 hgoazqb@hg-oa.com hgoazqb@hg-o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营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打印复印静电成像耗材及成像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墨粉、OPC鼓、信息安全复印机、特

种精密加工产品，其中墨粉和OPC鼓是打印机、复印机、多功能一体机的核心消耗材料。  

公司是国内既能大规模生产墨粉又能大规模生产OPC鼓的企业，是国内打印复印静电成像耗材主要生产厂商之一。公司

最早实现OPC鼓的国产化和产业化，通过了国家“863”计划重大项目“有机光导鼓产业化关键技术及发展研究”验收，同时

也是早期实现墨粉国产化的企业之一。公司在耗材产业国产化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及引领作用，凸显了民族品牌

的力量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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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墨粉产品适配广泛、质量稳定，主流墨粉型号可适配多达70余款打印设备，同时在低温干燥及高温潮湿的极端环境

下均可保持良好的图像密度、层次及定影牢固度，产品覆盖中国、欧洲、北美、南美、东南亚等气候各异的全球各地。公司

同时已经全面掌握了OPC鼓的鼓基加工、涂层配方、电子产生材料（CGM）合成、电子传输材料（CTM）合成、自动化涂布生

产线系统集成等技术。 

经过多年经营积累，公司凭借自身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与国内外众多客户建立了长久的稳定合作关系，客户覆盖中国、

北美、南美、欧洲、东南亚等全球各地。 

（二）公司主要产品 

1、主要产品 

公司主要产品为墨粉、OPC鼓、信息安全复印机、特种精密加工产品。墨粉与OPC鼓是打印复印静电成像设备的主要消耗

材料，打印复印技术主要分为静电成像技术、喷墨打印技术以及针式打印技术，静电成像技术是目前打印复印的主流技术。 

2、产品简介 

（1）墨粉 

①概念介绍 

墨粉，学名色调剂（Toner）、静电显影剂，俗称碳粉、色粉、墨粉，是在显影过程中使静电潜像成为可见图像的粉末

状材料，最终通过定影过程被固定在纸张上形成文字或图像。 

墨粉在高温环境下的稳定性、精细程度以及与打印复印设备的适配度等品质直接决定了打印、复印输出的质量，是集超

细粉体加工、复合材料技术于一身的高精细化静电显影产品。 

墨粉可按分类方法的不同有如下分类：按色彩可分为黑色墨粉及彩色墨粉；按生产方法可分为物理法墨粉及化学法墨粉。 

②公司产品介绍 

目前，公司生产的产品主要是物理法生产的黑色墨粉。 

公司黑色墨粉产品包含11大系列100多种型号，广泛适用于市场主流品牌的众多打印机、复印机机型。公司单一型号墨

粉产品普遍适用于多款设备，主流墨粉型号更可适配多达70余款打印设备，具有广泛的适配性。 

公司黑色墨粉产品均通过不同温度及湿度环境下的质量测试，在低温干燥、高温潮湿及正常环境下均可保持良好的图像

密度、层次及定影牢固度，产品覆盖中国、欧洲、北美、南美、东南亚等气候各异的全球各地。 

公司目前已具备生产彩色墨粉的能力，正积极开拓相关市场。 

 

 

 

图：彩色及黑色墨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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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产品 产品包装图示 

1 打印机墨粉 

 

2 复印机墨粉 

 

（2）有机光导鼓 

①概念介绍 

有机光导鼓（Organic Photo-Conductor Drum）即“OPC鼓”，俗称“鼓芯”，是有机复合功能材料等涂覆在鼓基上制

成的、广泛应用在打印复印静电成像设备中的光电转换和信息输出器件。 

OPC鼓通过充电、曝光、显影、转印、定影、清洁六个步骤完成成像。整个成像过程由“充电”动作展开，先在感光鼓

表面充满负电荷或正电荷，打印控制器中光栅位图图像数据转换为激光扫描系统的激光束信息，通过反射棱镜对感光鼓表面

进行“曝光”，感光鼓表面形成以电位差表示的与打印图像镜像的静电潜像，然后吸附墨粉盒中的墨粉颗粒，形成感光鼓表

面的碳粉图像；打印纸在与感光鼓接触前被一充电单元充以与墨粉极性相反的电荷，当打印纸走过感光鼓时，由于正负电荷

相互吸引，感光鼓的墨粉图像得以转印到打印纸上，再经过热转印单元加热使墨粉颗粒完全热熔到纸张纤维上，形成打印图

像，最后将感光鼓表面残留的墨粉清除并使其表面电位回复到初始状态。 

 

图：有机光导鼓静电成像过程 

在静电成像过程中，除了定影外的其它步骤均围绕OPC鼓展开，因而OPC鼓的质量对印品的质量有着重要影响。 

OPC鼓按照直径可分为小型鼓（直径小于24mm）、中型鼓（直径在24mm及30mm之间）、大型鼓（直径大于30mm）；目前

主流产品为中型鼓，未来OPC鼓将向技术要求更高的小型化及大型化发展，以满足未来市场对轻便设备以及大型设备的需求。 

②公司产品介绍 

目前，公司产品覆盖各种规格的OPC鼓，共有15大系列200多种型号，同时公司正在积极研发应用于特种设备上的特定OPC

鼓。部分产品的示例图如下： 

序号 公司产品 产品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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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负电型打印机OPC鼓 

 

2 正电型打印机OPC鼓 

 

3 高速型复印机OPC鼓 

 

（3）信息安全复印机 

信息安全复印机业务分为安全增强复印机和信息化安全复合机，安全增强复印机是指对复印机零部件进行特定改造并搭

载公司自主设计研发的安全信息管理系统后安装成形的、满足保密需求的、具有信息安全特性的打印复印一体化设备；信息

化安全复合机是采用国产核心部件生产的集复印、打印、扫描功能于一体，且打印、扫描系统与安装了国产芯片和操作系统

电脑适配的多功能复合机，满足信息化要求并通过国家有关部门检测认证，具有一定的信息安全特性和核心部件国产化特点。 

    公司主要向政府机关、军队、军工单位、企事业单位等组织提供有信息安全要求和需求的安全增强复印机和信息化复合

机。  

 

 
                        图：BMF 6300                                     图：BMF 6450 

（4）特种精密加工产品 

公司提供的特种精密加工产品主要是军事装备的配套零部件。 

（三）主要经营模式及影响因素 

1、采购模式 

（1）主要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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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产品所用原材料如下： 

产品 原材料 

墨粉 树脂、磁粉、电荷调节剂等 

OPC鼓 铝基管、齿轮、树脂、电子产生材料、电子传输材料等 

信息安全复印机 复印机配套部件等 

（2）采购方式 

公司采购方式为市场化采购，公司根据自身需要，自主从国内外市场采购。 

（3）采购流程 

公司对外采购的主要原材料及各种辅料由各事业部独立负责。各事业部采购人员根据各事业部需求，与供应商商谈供应

协议条款以及时间安排，并安排和跟踪整个物流过程，确保物料按时到达公司。品保部对来料检验合格后，仓库验收入库。 

2、生产模式 

公司生产部门根据现有产品的生产情况、销售情况以及公司对产品的市场订单情况需求及预测，安排并组织产品的生产。 

公司存在少量外协加工关系：公司在对产品生产加工过程中，根据实际生产情况对个别工艺加工过程进行外协生产。 

3、销售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采用直销的方式向客户（含贸易商）销售墨粉和OPC鼓，并接受部分客户的委托为其贴牌生产部分产品。 

公司信息安全复印机业务主要采用直销的方式，存在少量的经销商客户。 

4、采用目前经营模式的原因和影响经营模式的关键因素、报告期内变化情况及未来变化趋势 

公司目前经营模式是由公司所处打印耗材行业的行业特征以及公司的产品特点、上下游行业发展情况、客户要求等关键

因素共同决定的。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模式及其关键影响因素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2020年10月，公司合资设立汉光（福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作为打印机、复印机的销售平台，其销售模式将以经销商

客户为主。为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从2021年开始，公司也将加大研发力度开发多功能复印机、复合机。除此之外，公司其

他产品与业务预计未来一定期间内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874,295,201.97 815,662,570.22 7.19% 694,377,299.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0,639,671.88 77,203,679.51 17.40% 68,046,897.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7,830,320.60 76,072,988.56 15.46% 63,612,337.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9,479,110.13 82,917,466.88 32.03% 117,399,910.5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249 0.5216 0.63% 0.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249 0.5216 0.63% 0.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29% 11.74% -1.45% 11.44%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244,451,176.71 824,901,059.49 50.86% 770,844,065.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77,691,820.37 683,689,784.33 57.63% 619,275,708.9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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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193,787,810.62 219,957,172.27 205,365,371.07 255,184,848.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796,591.54 22,718,393.14 20,996,522.17 30,128,165.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531,388.94 22,404,428.07 20,819,403.12 29,075,100.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938,687.59 48,910,515.35 11,204,718.11 70,302,564.26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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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4,20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3,256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河北汉光重工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6.89% 53,070,241 53,070,241   

中船重工科技

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2.73% 25,126,500 25,126,500   

中船资本控股

（天津）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9.35% 18,459,000 18,459,000   

邯郸市财政局

信息中心 
国有法人 7.75% 15,288,000 15,288,000   

中国国有资本

风险投资基金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03% 11,896,551 11,896,551   

中国科学院化

学研究所 
国有法人 5.36% 10,573,500 10,573,500   

共青城银汐投

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2% 3,396,552 3,396,552   

北京广源利达

投资发展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2% 3,396,552 3,396,552   

永新县星融咨

询服务有限公

司（更名前为深

圳星融咨询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2% 3,396,552 3,396,552   

宁波大榭汉胜

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2% 3,396,552 3,396,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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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河北汉光重工有限责任公司、中船重工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中船资本控股（天津）有限

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公司按照年初制定的既定目标和经营措施，努力克服新冠疫情的影响，全力推进产品优化调整和生产线建设，

深化生产经营管理，完成了主要生产经营指标。现将2020年主要工作总结如下： 

1、2020年全年业绩实现情况 

2020年，公司业绩持续增长，实现营业收入87430万元，较上年增长7.2%；实现利润总额10381万元，较上年增长19.4%；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06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7.4%。公司各项业务都保持了持续发展势头，其中，OPC鼓和

信息安全复印机业务发展尤为迅速，销量较上年分别增长24.3%、238.9%。 

2、努力加大销售力度，业绩增长 

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公司积极响应国家政策，采取有效措施有序开展复工复产工作，努力克服疫情影响，

圆满完成了2020年的销售任务。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持续做好市场开拓工作，开发新客户，积极应对疫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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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反倾销对市场的影响；二是及时掌握市场动态，加快新产品的研发及上市速度，积极推进新产品的销售；三是紧跟市场

行情，关注主要竞争对手动态，随时调整销售策略，及时跟催货款回收，降低资金风险。 

2020年，公司采取多种措施开拓市场，加快信息安全复印机产业的发展。一是加大研发力度，完成了多款多功能复印机

的认证工作，拓宽了产品销售渠道；二是通过京东商城自营店加大了电商业务，2020年通过该自营店实现的销售收入较上年

增长了85%；三是公司于2020年10月在福建合资设立了汉光（福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作为公司打印机、复印机的销售平

台，并在全国范围内部署汉光自主品牌办公信息化产品销售服务网络，重点加大复印机业务的市场推广力度。 

3、持续推进研发工作，进展显著 

为适应市场竞争需要，公司加大研发力度，不断研发新产品。报告期内，陆续推出了适用于多种品牌多种型号的通用黑

色墨粉和OPC鼓，丰富了公司的产品线。同时，为进一步提高产品竞争力，通过产品改进提高产品质量，使产品在抗污染、

低温定影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技术突破。与OEM整机厂商合作方面，公司利用技术及管理优势，已为部分OEM整机厂商批量供货，

并与多家国内外复印机、打印机生产厂家积极沟通，以开展合作或扩大合作规模。彩粉方面，物理法彩粉CF400黑粉已开始

批量生产；物理法彩粉540黑粉研发成功，已经通过部分客户的匹配测试并进入客户的试产阶段。 

4、不断提高生产效率，降本增效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两条墨粉生产线的建设工作，完成了鼓基扩产项目，并已顺利投产。同时，为提高生产效率，降

低能耗，2020年，公司进行了多项技术改造工作，包括实施了两条OPC鼓生产线后处理自动化改造；实施了鼓基切削的自动

化生产改造；对部分OPC生产线进行了技术升级改造，在能耗总额不变的情况下，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通过以上技术改造

工作，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强了产品市场竞争力。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打印复印设备及

消耗材料 
832,644,161.60 159,640,992.34 19.17% 6.57% 7.28% -0.53% 

精密加工 34,168,361.61 19,411,890.84 56.81% 7.73% -1.68% 4.13%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应当根据累积影响数

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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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准则的规定，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

整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该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对2020年1月1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将与合同相关、不满足无条件收款权的已

完工未结算、应收账款重分类至合同资产，

将与合同相关的已结算未完工、与合同相

关的预收款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 

董事会审

批 

预收款项 -18,117,024.19 -4,661,116.17 

合同负债 16,032,764.77 4,124,881.57 

其他流动负债 2,084,259.42 536,234.60 

 
与原收入准则相比，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度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增加/（减少））： 

 

受影响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对2020年12月31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预收款项 -25,945,933.95 -4,999,929.15 

合同负债 22,926,925.39 4,489,956.92 

其他流动负债 3,019,008.56 509,972.23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20年10月公司与福建省科威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汉光（福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作为复印机、打印机等

产品销售平台，以加快发展办公信息化设备产业。公司持股比例为51%，为控股股东。因设立汉光福州而导致合并范围发生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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