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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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尹真 工作原因 黄毅 

 

 

4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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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公司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后的财务报告，2020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

1,020.24万元，年末累计未分配利润为-89,686.39万元。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公司法定账目。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经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因公司年末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数，决

定本年度不提取盈余公积金，不向股东分配利润，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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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天雁 600698 *ST天雁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ST天雁B 900946 *ST天雁B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青娥 邓灏 

办公地址 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合江套路195号 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合江

套路195号 

电话 0734-8532012 0734-8532012 

电子信箱 tyen5617@163.com tyen5617@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属于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行业，主要业务是废气涡轮增压器、发动机进排气门及冷却风

扇等发动机零部件的设计、开发、生产、销售。 

2、公司的经营模式：  

公司系专业化零部件生产企业，具备较强的新产品开发、制造能力，以及对成型产品的升级改

造能力，能根据市场需求，及时开发、制造出客户所需产品，并通过较为完善的营销体系，建立

较为稳固的客户群体，属于“设计+生产+销售”型经营模式。 

3、行业情况说明： 

从宏观经济形势来看，我国经济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新冠疫情前景未卜，世界经贸环

境不稳定不确定性增大，国内经济循环面临多重堵点，困难和风险增加。但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

战略机遇期，我国有显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有完整的产业体系和雄厚的物质技术基

础，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有庞大的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源，有持续释放的改革开放

红利，有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和工具，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发展趋势没有也不会改变。2021

年我国经济将持续恢复，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注重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以促进增长潜力

充分发挥。 

从汽车行业发展趋势来看，2020 年全球汽车销量下滑 15%，IHS Markit 预测，2021 年全球轻型

车销量将增长 9%（V 型增长）。伴随国民经济稳定回升，消费需求还将加快恢复，加之中国汽车

市场总体来看潜力依然巨大，中国汽车工业协会预测，2021 年将实现恢复性正增长，其中汽车销

量有望超过 2600 万辆，同比增长 4%，但 2022 年增长或有所放缓或为 3%左右，2025 年汽车销量

有望达到 3000 万辆。 

从公司所处的汽车零部件行业来看，在国家排放升级、汽车国三淘汰等政策推动下，行业将处

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关键期，也将迎来高质量发展的机遇期。增压器作为符合国家政策和产

业发展的重要产品，未来发展前景良好，公司长期专注于增压领域，具备较强的增压器研发能力，

汽油机增压器仍将是增量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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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2,452,054.96 1,231,376,407.52 3.33 1,159,161,733.4

5 

营业收入 642,078,353.23 503,302,810.95 27.57 469,173,890.87 

扣除与主营业

务无关的业务

收入和不具备

商业实质的收

入后的营业收

入 

629,945,452.05 / / /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0,202,403.40 11,751,304.25 -13.18 -88,940,788.1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7,567,225.32 -3,059,659.64 -147.32 -101,100,200.7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779,429,465.80 762,938,111.01 2.16 488,340,269.06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1,190,989.71 8,631,056.82 145.52 -11,960,453.95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096 0.0120 -20 -0.0915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096 0.0120 -20 -0.0915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33 2.22 减少0.89个百分点 -1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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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421,948.72 184,175,336.26 156,970,288.70 203,510,779.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16,860.41 2,053,736.52 -858,154.81 6,789,961.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7,088,556.92 951,575.59 -4,175,801.88 2,745,557.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73,663.44 28,132,220.47 10,853,550.64 -20,068,44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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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96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4,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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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

限公司 

  398,067,580 37.40 92,592,592 无   国有法人 

程江   3,500,000 0.33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徐青娟 30,000 3,251,070 0.31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朱春晨   2,998,000 0.28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盛伟 918,500 2,954,000 0.28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李冬菊 559,000 2,729,007 0.27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卢亨定 1,692,800 2,713,000 0.25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陈峥   2,568,000 0.24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张伟刚   2,405,100 0.23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刘建平 1,411,300 2,211,300 0.21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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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4207.84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020.24万元。 公

司主产品增压器全年累计实现销售 62.77 万台，同比增长 48.25%，气门销售 880.54 万件，同比

增长 2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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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新收入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 年修订）（以下简称“新

收入准则”）。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20 年 7 月 30 日审议通过，本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前述新收入准则。 

新收入准则为规范与客户之间的合同产生的收入建立了新的收入确认模型。为执行新收入准

则，本公司重新评估主要合同收入的确认和计量、核算和列报等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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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期初（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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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新收入准则的主要变化和影响如下： 

本公司的汽车零配件销售业务在商品控制权转让给客户时一次性确认收入。 

——本公司将因转让商品而预先收取客户的合同对价从“预收账款”项目变更为“合同负债”项

目列报。 

① 对 2020 年 1 月 1 日财务报表的影响 

报表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变更前）金

额 
2020 年 1 月 1 日（变更后）金额 

合并报表 公司报表 合并报表 公司报表 

预收账款 4,491,256.05  724,607.98  

合同负债   3,390,755.18  

其他流动负债   375,892.89  

 

② 对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的影响 

采用变更后会计政策编制的 2020 年 12 月 31 日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各项目、 2020 年度合



并及公司利润表各项目，与假定采用变更前会计政策编制的这些报表项目相比，受影响项目对比

情况如下： 

A.对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报表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变更前）金额 2020 年 1 月 1 日（变更后）金额 

合并报表 公司报表 合并报表 公司报表 

预收账款    2,934,303.91  

合同负债 2,655,800.01      

其他流动负债 278,503.90      

B.对 2020 年度利润表的影响 

报表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变更前）金额 2020 年 1 月 1 日（变更后）金额 

合并报表 公司报表 合并报表 公司报表 

销售费用    9,179,521.03  

营业成本 9,179,521.03     

（2）其他会计政策变更 

①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 

财政部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财会〔2019〕21 号，以下

简称“解释第 13 号”），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不要求追溯调整。 

1）关联方的认定 

解释第 13 号明确了以下情形构成关联方：企业与其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成员单位（包括母公

司和子公司）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企业的合营企业与企业的其他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此外，

解释第 13 号也明确了仅仅同受一方重大影响的两方或两方以上的企业不构成关联方，并补充说明

了联营企业包括联营企业及其子公司，合营企业包括合营企业及其子公司。 

2）业务的定义 

解释第 13 号完善了业务构成的三个要素，细化了构成业务的判断条件，同时引入“集中度测试”

选择，以在一定程度上简化非同一控制下取得组合是否构成业务的判断等问题。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解释第 13 号，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解释第 13 号未

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② 执行《碳排放权交易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 

财政部于 2019 年 12 月 16 日发布了《碳排放权交易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财会[2019]22

号），适用于按照《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开展碳排放权交易业务的重点排放单

位中的相关企业（以下简称重点排放企业）。该规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重点排放企业应

当采用未来适用法应用该规定。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该规定，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该规定未对本公司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③ 执行《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 

财政部于 2020 年 6 月 19 日发布了《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20〕

10 号），自 2020 年 6 月 19 日起施行，允许企业对 2020 年 1 月 1 日至该规定施行日之间发生的相

关租金减让进行调整。按照该规定，对于满足条件的由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引发的租金减免、延期

支付租金等租金减让，企业可以选择采用简化方法进行会计处理。 

本执行《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对本公司无影响。 

（3）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公司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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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与上期相比未发生变化。具体子公司如

下： 

子公司名称 

湖南天雁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衡阳江雁顺驰实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