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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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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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以 2020年末总股本 72,422.84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0.49元人民

币（含税），共计分配 35,487,191.60元（含税），占 2020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 30.25%，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以后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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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城军工 60160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兆忠 侯峻 

办公地址 合肥市包河区山东路508号 合肥市包河区山东路508号 

电话 0551-62187310 0551-62187330 

电子信箱 ahccjg@ahccjg.com.cn ahccjg@ahccjg.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为控股型公司，主营业务均通过子公司开展，分为军品业务与民品业务两部分，以军品

业务为主，致力于发展军民融合产业。军品业务主要从事迫击炮弹系列、光电对抗系列、单兵火

箭系列、引信系列、子弹药系列、火工品系列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民品业务主要包括预

应力锚固系列、高铁和城市轨道减振器等零部件（铸件）、汽车空调压缩机等汽车零部件系列、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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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包装件系列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无重大变化。 

（二）经营模式 

公司下属四家军品子公司均为独立的经营主体，自行对外签订销售合同、组织生产、交付货

物，并收取相应的款项；根据自身的生产需求，制定采购计划、选择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进行

对外采购，并支付相应的款项。 

1.军品业务 

（1）采购模式 

为公司提供关键原材料及零部件的供应商需经军代表审核备案，列入《合格供方名录》，军工

企业的关键物料采购必须在《合格供方名录》中选择供应商。军工企业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及零部

件进厂后，还需要军代表组织入厂检验，合格后方可投入生产。 

（2）生产模式 

每年年初，公司根据年度军品订货情况，结合配套件进度，编制《年度生产大纲》；补充订货

会签订新的军品合同以后，公司根据补充军品订货情况，结合相关配套件进度，调整《年度生产

大纲》。每月依据《年度生产大纲》及公司生产统一要求，编制《月度生产计划》下发各生产车间

组织生产。公司定期组织召开生产调度会，协调解决生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督促检查各单位

生产计划的执行情况。军品生产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军用标准执行。 

（3）销售模式 

公司国内列装的军品销售采取直销模式，获取订单的方式和销售流程为：公司军品国内客户

为军方和军工企业等，主要依靠每年军品订货会，总装企业与军方签订次年军品合同，根据客户

需求补充签订部分军品订单。总装企业合同签订后，依据相应的条款要求，军品配套企业与军品

总装企业签订军品配套件销售合同。 

公司外贸军品采用代销模式，国家对军品外贸出口实施严格的许可制度，公司军品外贸客户

为设立在境内的军贸公司，公司先将产品销售给军贸公司，再由军贸公司对外出口。 

（4）科研模式 

军方相关机构、科研单位等在指定网站发布科研项目需求招标信息，公司经慎重研究后组织

科研团队和资源，按招标公告要求制定投标方案，开展技术设计、样机试制，组织试验验证，参

与竞标考核。竞标成功后，招标单位与公司签订科研合同，委托公司进行武器装备项目的研究和

开发。根据研究进度，委托方将依据合同的约定向承研单位支付相应的款项。公司作为总师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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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与军方指定研发单位或其他研发单位签署分包合同，支付研发费用。公司亦参与某些总师

研发项目并获得相应的研发费用。 

2.民品业务 

（1）采购模式 

公司物资采购部门依据《年度销售计划》和《年度生产计划》编制《年度物资采购计划》，根

据月度销售和生产实际情况编制《月度采购计划》。每月采购部门按实际采购完成情况编制《采购

统计报表》。公司采购包括主要原材料和生产辅助材料采购，通过招标方式确定合格供方，并根据

生产需要与合格供方签订采购合同；对于零星、小批量采购在市场调研、比质比价的基础上以议

价形式实施。公司按照相关认证标准和管理体系标准的要求，每年进行合格供方评价，优胜劣汰。 

（2）生产模式 

每年年初，公司根据合同签署情况和市场需求情况，并结合合同进度，编制年度、季度和月

度生产计划，公司各部门根据生产计划组织生产。公司定期召开生产调度会，协调解决生产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并督促检查各单位生产计划的执行情况。 

（3）销售模式 

公司民品业务销售主要为：一是参加需方组织的公开招标会，中标后供需双方签订供货合同，

并按合同约定履行；二是采用议标的形式进行销售，与需方议价并签订合同，按合同约定履行。 

（4）科研模式 

公司民品科研业务是以客户需求为导向，洞察市场变化，捕捉信息，并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和

企业发展规划进行产品研发；公司亦与铁科院、交通规划研究院等科研院所签订技术协议，承担

约定的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行业情况说明 

兵器工业及其弹药领域未来的发展与国家安全休戚相关，与未来一段时期内国际战略格局的

变化、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挑战有着紧密的联系。我国军工行业经过多年持续发展，无论是

在发展步伐方面，还是在技术能力、军民融合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并将成为我国培育

增长新动能的重要引擎和未来最具发展前景的行业领域。在军事领域，战争形态加速向信息化和

智能化战争演变，对新时期军事装备的研发提出了新要求，武器弹药领域加快向远程化、精确化、

信息化、智能化、无人化等方向发展，因此，军事装备和兵器行业的不断升级和发展将成为必然

趋势，这为包括本公司在内的国防科技工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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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应力产品广泛应用于铁路、公路桥梁、城市高架道路、水利水电、岩土锚固、特种工程、

大型公共建筑、输配电等多行业的建筑工程领域。预应力产品行业的市场需求主要取决于下游相

关行业的投资增长，与下游行业投资规模具有较强的的相关性，属典型的“投资拉动类”行业。随

着预应力混凝土技术的不断提升，铁路、公路等交通基建行业投资空间的继续释放以及新应用领

域的不断拓展，锚具、钢绞线及缆索等预应力产品的市场需求将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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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8,929,673.84 3,654,202,057.08 3.69 3,573,905,306.55 

营业收入 1,585,943,855.44 1,498,764,959.65 5.82 1,430,475,859.3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17,331,355.77 100,429,383.53 16.83 98,000,947.2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97,169,777.18 61,657,722.15 57.60 90,563,826.4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404,635,116.47 2,310,824,068.93 4.06 2,208,287,216.76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01,418,958.34 397,646,350.90 -125.50 -80,190,218.86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6 0.14 14.29 0.15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6 0.14 14.29 0.15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4.98 4.45 增加0.53个百分

点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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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032,723.58 372,717,339.42 164,765,975.18 877,427,817.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900,888.15 47,739,880.02 -11,481,104.51 115,973,468.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7,888,348.40 42,071,721.10 -19,359,149.20 112,345,553.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7,596,384.65 -78,163,772.68 89,369,349.90 -35,028,15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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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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4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8,56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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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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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军工集团控股有

限公司 

0 426,501,559 58.89 426,501,559 无   国有

法人 

湖南高新创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12,561,200 40,664,000 5.61 0 无   国有

法人 

安徽国海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6,614,100 32,858,088 4.54 0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7,242,220 6,279,357 0.87 0 无   国有

法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国泰中证军

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3,926,600 0.54 0 未知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富国中证军

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2,700,300 0.37 0 未知   其他 

胡森   1,777,500 0.25 0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闫俊红   932,600 0.13 0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发中证军

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922,677 0.13 0 未知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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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源   812,600 0.11 0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军工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公司未能获知上述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

及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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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8,594.39万元，同比增长 5.8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11,733.14万元，同比增长 1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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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备注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 2017 年修订的《企业会计

准则第 14 号-收入》 

 

2.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 2017 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变更

后的会计政策详见附注五、（二十四）收入。 

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衔接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计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初（2020 年

1 月 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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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执行新收入准则时，本公司仅对首次执行日尚未执行完成的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进行调整；

对于最早可比期间期初之前或 2020 年年初之前发生的合同变更未进行追溯调整，而是根据合同变

更的最终安排，识别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确定交易价格以及在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

的履约义务之间分摊交易价格。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列报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列报变更前金额 
影响金额 

2020 年 1 月 1 日 

列报变更后金额 

预收账款 12,742,333.51 -12,742,333.51  

合同负债  12,149,616.25 12,149,616.25 

其他流动负债  592,717.26 592,717.26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 2020年 12月 3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如下： 

列报项目 报表数 假设按原准则 影响 

预收账款  18,379,777.13 18,379,77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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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会计估计变更 

本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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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公司名称（全称） 级次 子公司类型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安徽神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控股子公司 97.56 97.56 

安徽东风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全资子公司 100.00 100.00 

安徽方圆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 全资子公司 100.00 100.00 

安徽红星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全资子公司 100.00 100.00 

安徽长城军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 全资子公司 100.00 100.00 

安徽长城军工装备技术研究院有限公

司 
2 全资子公司 100.00 100.00 

安徽神剑光电制造有限公司 3 控股子公司的子公司 100.00 100.00 

安徽东风塑业有限责任公司 3 全资子公司的子公司 100.00 100.00 

安徽东升机电有限责任公司 3 全资子公司的子公司 100.00 100.00 

安徽金星预应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3 全资子公司的子公司 100.00 100.00 

安徽长城防务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3 全资子公司的子公司 100.00 100.00 

 

合同负债 17,064,083.37  17,064,083.37 

其他流动负债 1,315,693.76  1,315,693.76 

负债合计 18,379,777.13 18,379,777.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