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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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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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765,340,374 股扣减拟回购注销的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

1,878,857 股后的总股本 763,461,517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31 元（含

税），共分配现金股利 100,013,458.73元，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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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云股份 600480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超（代行） 王海霞 

办公地址 河北省涿州市松林店镇 河北省涿州市松林店镇 

电话 0312-3951002 0312-3951002 

电子信箱 lichao@lygf.com wanghaixia@lygf.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主要业务： 

公司及公司下属子公司目前主要从事汽车零部件生产及销售业务、塑料管道系统生产及销售

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及产品未发生重大变化。 

2、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长期以来已经建立了一条完整的供应链，参照国内外先进企业的供应商管理模式，由采

购部门对供应商实行有效的选择、考核和管理，逐步优化了供应商资源，并在公司财务金融部、

市场部、研发等部门的配合下，实现了对采购成本和采购质量的有效控制，多年来已与供应商建

立了良好稳定的合作关系。 

（2）生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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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自主生产的产品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运行，即公司主要根据订单制定生产计划，

组织生产。对于技术含量较低、工艺较为简单的配件，公司发包给其他单位进行外协生产。 

（3）销售模式： 

公司生产的汽车零部件和塑料管道以直销方式为主。汽车零部件产品主要为国内主机厂配套，

塑料管道产品通过招投标的方式获取订单。 

公司汽车零部件业务的供货关系是根据主机厂的要求开发出配套产品，经审核通过以后再通

过招标、议标等方式和客户建立起来的。通常在年初签订本年度销售框架协议，在执行过程中根

据客户的需要进行适当调整。据此，公司的汽车零部件业务的区域布局主要围绕整车厂设厂以降

低运输成本，有效地提高供货效率。公司的塑料管道业务主要直接针对具体工程，通过招投标获

取订单。 

3、行业情况： 

汽车零部件行业是汽车工业的基础，汽车零部件行业的发展和汽车工业的发展是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的。通过技术引进、合资合作、自主发展、投资多元化等措施，我国汽车零部件企业的

装备水平、制造技术、产品质量和管理水平均有较大提升，并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汽车零部件配

套体系。 

塑料管道是市政管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塑料管道具有耐腐蚀、抗老化、导热系数低等优点，

广泛应用于城市供水、排水、燃气管网等领域，同时因其稳定的性能逐步取代了金属管道占据了

行业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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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8,737,137.72 14,226,476,982.76 12.53 13,273,897,675.06 

营业收入 13,539,737,586.00 11,779,255,892.14 14.95 12,251,828,071.7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00,973,590.71 -69,838,325.76 244.58 272,038,997.8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2,523,484.32 -109,403,833.02 111.45 221,846,994.8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4,717,127,069.95 4,615,434,890.74 2.20 3,974,923,638.43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59,210,072.44 214,303,007.86 207.61 342,998,381.03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3 -0.10 230.00 0.4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3 -0.10 230.00 0.40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16 -1.62 增加3.78个百分点 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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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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0,053,061.22 3,321,011,066.84 3,754,325,227.89 4,294,348,23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04,891,297.59 72,250,849.67 48,340,146.04 85,273,892.5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111,900,525.24 65,750,694.92 35,796,578.58 22,876,736.06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57,718,572.11 -351,676,031.56 197,058,403.37 971,546,27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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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7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5,57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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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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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凌云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 

45,764,523 256,159,956 33.47 0 无 0 国有

法人 

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55,337,138 97,695,855 12.77 0 无 0 国有

法人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5,947,955 20,817,843 2.72 0 无 0 国有

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11,999,482 11,999,482 1.57 0 无 0 未知 

宁波宝盛大昌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 

7,800,002 7,800,002 1.02 0 无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夏兴和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7,690,257 7,690,257 1.00 0 无 0 未知 

唐武盛 6,333,404 6,333,404 0.83 0 无 0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847,946 5,847,946 0.76 0 无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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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全合丰三年持有期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4,500,000 4,500,000 0.59 0 无 0 未知 

观富（北京）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观富策略 55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187,244 4,187,244 0.55 0 无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北方凌云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同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

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它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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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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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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3,973.7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4.95%，实现利润总额

50,128.6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66.51%，实现净利润 39,393.3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52.05%,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0,097.3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7,081.19 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聚焦优质客户优势产品，强化与国际高端、国内主流客户的技术交流及品牌

推广，积极开拓市场、抢抓订单，销售规模持续增长；同时加强内部管理，提质增效取得成果，

采购成本、管理费用等运营成本降低，公司效益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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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附注五、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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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