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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410               股票简称：*ST沈机              公告编号：2021-13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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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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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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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沈机 股票代码 0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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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天右 林晓琳 

办公地址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路 17甲 1号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路 17 甲 1 号 

传真 024-25190877 024-25190877 

电话 024-25190865 024-25190865 

电子信箱 smtcl410@gt.cn smtcl410@gt.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属于装备制造行业，装备制造行业是国家重要的基

础工业和战略性产业。公司主营业务包括产品研发、机床制造、销售服务、行

业解决方案、机床零部件配套等，可面向机械制造核心领域提供量大面广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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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型机床，面向行业客户提供个性化的解决方案，面向行业内企业提供铸件和

主轴等关键功能部件。 

（二）机床行业发展展望，行业竞争格局及发展趋势 

机床行业是充分竞争行业，市场集中度低，行业竞争激烈。公司以服务国

家战略为导向，以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聚焦机床核心主业，对标一流，

深化改革，提质增效，推动产品向中高端转变。 

从宏观环境来看，我国统筹防疫和发展成果显著，经济复苏领先全球；国

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将有力促进机床市场发展，为机床行业提供更广阔的

市场空间。其次PMI持续在荣枯线以上，机床行业复苏趋势明显；汽车制造业、

工程机械等下游行业表现明显好于预期；长期看，随着5G设备、新能源汽车、

智能穿戴设备等新兴领域的发展，机床产业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预计2021年

机床行业将呈现恢复性增长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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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3,137,453.56 1,002,138,346.66 34.03% 5,014,891,507.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22,760,466.60 -2,988,269,764.45 75.81% -788,262,394.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70,369,488.20 -4,944,411,233.16 82.40% -773,984,592.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08,186,649.08 -37,709,280.92 -2,308.39% -56,913,955.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3 -3.90 88.97% -1.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3 -3.90 88.97% -1.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7.42% -210.34% 112.92% -167.47%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总资产 5,555,335,057.58 7,212,131,114.02 -22.97% 20,392,382,497.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64,018,424.38 1,108,420,334.52 -67.16% 67,309,515.0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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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05,816,167.90 444,790,744.50 363,991,695.47 328,538,845.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4,535,029.59 -134,791,267.72 -178,932,151.29 -184,502,018.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6,132,789.56 -243,665,824.91 -220,458,442.34 -180,112,431.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0,944,900.58 -118,989,753.22 -147,334,946.41 -370,917,04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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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861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75,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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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通用技术（集

团）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29.99% 505,042,344    

沈阳机床（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破产

企业财产处置专用

账户 

境内非国

有法人 
8.33% 140,328,431    

中国进出口银行辽

宁省分行 
国有法人 3.00% 50,539,082    

兴业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87% 48,308,123    

沈阳国际科技开发

公司 
国有法人 2.57% 43,320,058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9% 41,875,09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辽宁省分行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06% 34,684,519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沈阳分行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05% 34,447,54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沈阳

分行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66% 28,016,57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辽宁省分

行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44% 24,302,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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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关联属性为控股母

公司，所持股份性质为国有法人股 

2. 公司前十名其他股东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3. 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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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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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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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公司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在沈阳机床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全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打好扭亏脱困、

质量提升、人员安置“三大攻坚战”，提高企业经营管理能力，推动企业步入良

性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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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0年度主要经营指标完成情况 

本年度公司积极开拓外部市场，拼抢合同订单，通过产品促销等活动努力

扩大市场份额，完成营业收入13.4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41亿元，同比上升

34.03%。全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7.23亿元，较上年同期减亏22.65亿元，

同比增加75.81%。 

（二）2020年度重点工作总结 

1.开源节流，推进内配，提升利润空间 

（1）全力以赴抢订单。公司重新构建统一的营销团队，合理统筹市场资源，

大力承揽合同订单，同时开展市场专项行动，以产品迭代升级为契机，以高质

量低成本为支撑，以恢复市场信心为目的，在全国范围内推出立式加工中心

VMC850E促销活动，市场反馈良好；此外还积极参与沈阳制博会、第十六届“振

兴杯”青年职业技能大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嘉克·通用

技术杯”国际焊接大赛等活动，有效提升了品牌影响力。 

（2）实施降本增效专项行动。针对健全全面预算、降低产品原始成本、加

强供应链管理等方面开展11项重点工作，同时制定降低可控费用行动方案、审

核机制，明确控制范围、目标和原则，努力控制费用降低成本。 

（3）加强库存和应收账款管控力。公司全面加强库存和应收账款等重要节

点的管控，减少资金占用，降低经营风险。 

2.升级老产品，研发新产品，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公司建立健全企业科技创新机制，加强技术管理和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完

成技术序列员工评级工作。规划了产品发展方向，制订了产品策略和产品研发

计划，共完成11款通用产品和16款专机产品的研发工作，基本形成了立式加工

中心、卧式加工中心、立式数控车床、卧式数控车床、行业专机五大系列产品

格局，为企业的扭亏脱困奠定了基础。 

3.开展质量提升专项行动，降低外部故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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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质量管理体系，成立质量管理委员会，通过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制定《质量成本核算管理办法》，建立质量成本核算管理机制；加强质量考

核，将月度考评与年度考评相结合，有效促进质量管理活动的开展和产品实物

质量的提升；对于集中、共性问题成立专项小组，限期攻关整改；有序开展QC

小组活动，创新精益制造，推行精益理念。 

4.推进机构改革，梳理职能分工，开展全员选聘 

按照“定位准确、职能清晰、流程顺畅、精干高效”的原则，采取技术和

营销职能集权管理、制造职能专业化分工的模式，重新设置了公司总部及下属

单位架构，将职能部门精简至9个，经营单位精简至8个，新设服务中心5个；按

照新架构、新职能进行定岗定编定员，完成全员竞聘上岗工作，着重建好经营

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科技人才、技能人才“四支队伍”。 

5.实施全面风险管理，动态跟踪化解风险 

加强审计监督，推进任中经济责任审计，开展离任审计和子公司经济责任

审计，完成信用风险及业务风险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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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控机床 803,271,249.94 -69,015,859.42 -8.59% 116.25% 86.24% 126.46% 

其他 394,610,913.03 -68,624,996.32 -17.39% -21.01% 83.17% 6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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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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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公司完成司法重整，调整了债务结构，减轻了偿债负担。2020年公

司积极开拓市场，大力承揽合同订单，严控各项费用支出，销售情况逐步恢复，

利润情况较上年有所好转。由于公司仍处于改革调整恢复期，外部市场竞争激

烈，虽与上期相比大幅减亏，但由于销售规模不足以覆盖各项成本费用支出，

因此利润仍为负值。因此公司2020年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

通股股东的利润总额均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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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相关规定，经

公司董事会会议批准,公司自2020年1月1日采用新收入准则。根据累积影响数，

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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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执行新收入准则，公司将与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相关、不满足无条件收

款权的收取对价权利计入合同资产；公司将与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相关的预收

款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和其他流动负债；将不属于单项履约义务的运输服务成

本从销售费用重分类至营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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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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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13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2020】辽01破

申1号），裁定受理债权人向法院提出的布卡特委博破产清算申请； 2020年4月

20日，法院指定辽宁盛恒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由于布卡特委博已被法院指

定的破产管理人接管，故本期不纳入合并范围。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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