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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16                                证券简称：和科达                          公告编号：2020-030 

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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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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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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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科达 股票代码 002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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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培鹏 王培鹏 

办公地址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浪口社区华荣路

294 号和科达工业园 3 号厂房三楼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浪口社区华荣路

294 号和科达工业园 3 号厂房三楼 

电话 0755-27048451 0755-27048451 

电子信箱 hekedazqb@163.com hekedazqb@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精密清洗设备的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以满足客户在工业生产中各个环节的各类精密清洗需求。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精密清洗（主要包括超声波清洗、平板清洗、喷淋清洗、碳氢清洗等）、纯水生产设备、污水处理设备和

中水回用设备、电子类电镀设备、塑胶类电镀设备、五金类电镀设备等。公司产品应用行业广泛，包括消费电子、平板显示、

汽车零部件、光伏、装备制造、家电、航天航空、光学、半导体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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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所处行业属于非标准化定制行业，是工业生产的配套行业，其行业周期与下游行业经营状况、技术革新、固定资产投资

密切相关。但由于工业精密清洗设备应用行业广泛，覆盖了从基础工业到战略新兴行业的众多领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平衡

各个行业之间的周期波动。因此本行业周期性并不十分明显。鉴于公司所处行业属于非标准化定制行业，由客户提出清洗要

求，厂商按照客户的清洗对象和要求制造精密清洗设备，并负责安装和维护。行业内企业均采用“按单定制生产”的专业配

套制造经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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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143,942,395.96 344,653,912.77 -58.24% 347,660,693.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8,430,260.97 6,433,354.28 -1,163.68% 16,168,233.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3,707,539.31 1,947,338.09 -3,885.04% 13,799,554.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868,691.03 20,586,527.27 11.09% -55,366,066.4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8 0.06 -1,233.33% 0.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8 0.06 -1,233.33% 0.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89% 1.22% -15.11% 3.12%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537,407,336.01 653,305,879.76 -17.74% 716,730,060.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57,130,349.26 527,327,410.84 -13.31% 523,494,05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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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34,230,251.39 29,136,193.86 23,555,634.57 57,020,316.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184,363.21 -3,740,095.01 -13,105,838.98 -47,399,963.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395,940.46 -5,440,711.00 -13,628,568.43 -49,242,319.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135,356.90 10,681,493.22 5,415,593.56 3,636,24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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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37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6,988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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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东总数 股股东总数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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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覃有倘 
境内自然

人 
12.43% 12,427,200    

龙小明 
境内自然

人 
11.67% 11,666,475    

邹明 
境内自然

人 
8.38% 8,377,950    

深圳市万创

宏安实业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99% 4,985,807    

浙江亿诚创

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45% 3,450,000    

刘艳辉 
境内自然

人 
2.76% 2,762,695    

辜冬连 
境内自然

人 
1.58% 1,576,000    

深圳双诚睿

见新材管理

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54% 1,542,002    

梁海华 
境内自然

人 
1.43% 1,430,625 1,430,569   

吕春林 
境内自然

人 
1.21% 1,207,37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覃有倘、龙小明及邹明为一致行动关系，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刘艳辉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640,700 股外，还通过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121,995 股，实际合计持有 2,762,695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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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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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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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3,942,395.96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8,430,260.97元。 

1、超声事业部 

2019年，在稳定超声事业部3C行业生产及销售基础上，在智能制造及新技术研发升级方面做了相应的尝试及市场铺垫，

同时，设备的使用效率和功能方面的改进升级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和良好反应；在不断提升的市场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推动下，

也陆续和国内外知名企业达成了合作意向，但由于国内国际市场环境及经济形势的双重压力下，使得超声事业部全年的计划

及业绩目标未能达成。 

2、液晶事业部 

2019年，液晶事业部根据2018年对市场预测以及需求，多层次研发和推广液晶行业设备，以满足客户和市场续期，研制

了“3D手机玻璃清洗机”、“高端面板清洗机”、“自动打包机构”、“点灯检查机”、“车载玻璃清洗机”，这些设备都成功投入

了市场，也取得了一些业绩。但是总体上，2019年下游客户对行业持观望态度，投资相对谨慎，其中对固定资产投资更是相

比往年锐减，2019年业绩未达预期。 

3、水处理事业部、电镀事业部 

    根据2019年的市场环境和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暂不作为发展重点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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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洗产品 97,689,241.85 -37,257,922.98 29.73% -58.46% -963.77% -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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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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实现净利润-6,843.03万元，同比下降了7,486.36万元，下降比例1163.68%，本年较上年大幅下降，主要系本年市场

的下行压力，下游主要客户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营业收入大幅下降，加之市场竞争愈发激烈，导致综合毛利率下降2.56%；

本年由于应收账款账龄增长以及汉能集团个别认定坏账，坏账准备计提金额也随之增加；公司针对涉及汉能集团的在制品进

行了全面清查并评估其可变现净值，计提了减值准备。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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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

的通知》 

财政部分别于2019年4月30日和2019年9月19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

6号）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合并 母公司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

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

收账款”列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

款”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董事会决

议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

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

账款”，“应收票据”上年年

末余额6,273,926.70元， 

“应收账款”上年年末余额

259,173,990.21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

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

账款”，“应付票据”上年年

末余额5,000,000.00元， 

“应付账款”上年年末余额

82,802,863.72元。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

收账款”，“应收票据”上

年年末余额

3,089,989.50元， “应

收账款”上年年末余额

83,457,440.50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

付账款”，“应付票据”上

年年末余额0.00元， “应

付账款”上年年末余额

46,308,968.48元。 

（2）在利润表中投资收益项下新增

“其中：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终止确认收益”项目。比较数据不调

整。 

董事会决

议 

除新增利润表项目外，无影

响金额 

除新增利润表项目外，无

影响金额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

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对于首次执行日尚未

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之前的确认和计量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应当追溯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修订

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本公司将因追溯调整产生的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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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按照财会〔2019〕6号和财会〔2019〕16号的规定调整后的上年年末余额为基础，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主要影响如

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合并 母公司 

（1）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重

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董事会决议 其他流动资产：减少

0.00元 

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

0.00元 

其他流动资产：减少

0.00元 

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

0.00元 

（2）将部分“应收款项”重分

类至“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债务工具）” 

董事会决议 应收票据：减少

6,273,926.70元 

应收款项融资：增加

6,273,926.70元 

应收票据：减少

3,089,989.50元 

应收款项融资：增加

3,089,989.50元 

（3）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

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

融资产（债务工具）”计提预期

信用损失准备。 

董事会决议 留存收益：减少

766,800.61元 

应收款项融资：减少

66,756.86元 

应收账款：减少

460,452.00元 

其他应收款：减少

610,294.31元 

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

370,702.56元 

留存收益：增加

605,940.37元 

应收款项融资：减少

0.00元 

应收账款：增加

713,052.04元 

其他应收款：减少

-181.00元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

-106,930.67元 

 

以按照财会〔2019〕6号和财会〔2019〕16号的规定调整后的上年年末余额为基础，各项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按照修订前后

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结果对比如下： 

合并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105,885,139.88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105,885,139.88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 

 

衍生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衍生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6,273,926.70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6,207,169.84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259,173,990.21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258,713,538.21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2,609,795.36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1,999,501.05 

持有至到期投资 

(含其他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债权投资 

(含其他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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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含其他流动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债务工具) 

 债权投资 

(含其他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其他债权投资 

(含其他流动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 (权益工具)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

产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以成本计量(权益工

具)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

产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长期应收款 摊余成本  长期应收款 摊余成本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交易性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 

 

衍生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衍生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50,970,285.64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50,970,285.64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 

 

衍生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衍生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3,089,989.50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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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修订） 

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修订）（财会〔2019〕8号），修订后的准

则自2019年6月10日起施行，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

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

影响。 

（4）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2019修订） 

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2019修订）（财会〔2019〕9号），修订后的准则自2019

年6月17日起施行，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

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3,089,989.50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83,457,440.50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84,170,492.54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106,947,544.22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106,947,363.22 

持有至到期投资 

(含其他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债权投资 

(含其他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含其他流动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债务工具) 

 债权投资 

(含其他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其他债权投资 

(含其他流动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 (权益工具)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以成本计量(权益工

具)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长期应收款 摊余成本  长期应收款 摊余成本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交易性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 

 

衍生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衍生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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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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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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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根据公司2019年4月23日股东决定，苏州市和科达超声设备有限公司吸收合并苏州市和科达表面处理设备有限公司，苏州

超声公司存续，苏州表面公司解散注销。截止报告期末苏州表面公司已完成税务及工商注销。 

2、根据公司2019年4月23日董事会决议，苏州市和科达超声设备有限公司吸收合并苏州市和科达液晶设备有限公司，苏州超

声公司存续，苏州液晶公司解散注销。截止报告期末苏州液晶公司已完成税务及工商注销。 

 
     

 

 

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卢争驰 

2020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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