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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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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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 2020年 4月 2日召开的九届十二次董事会会议的决议：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股派送现金红利人民币 3.70元（含税）。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机电 600835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机电B股 900925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郑英霞 邢晖华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1286号汇商大

厦9楼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1286号汇商大

厦9楼 

电话 (021)68547168 (021)68547168 

电子信箱 shjddm@chinasec.cn xhh@chinasec.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业务涉及电梯制造、冷冻空调设备制造、印刷包装机械制造、液压产品制造、焊接器材

制造、人造板机械制造、工程机械制造及电机制造等领域，与三菱电机、纳博特斯克、开利、雷

戈伯劳伊特、德昌、ABB 等世界知名企业进行合资合作。 

公司不仅拥有 “上海三菱”这一著名电梯品牌，而且与有着“世界空调之父”之称的美国开

利公司共同组建、经营其在华企业，形成了品牌优势和规模优势，带动了公司其它领域的共同发

展，形成了机电一体化产业板块，具有强劲的发展势头。 

公司以发展为主线，调整为重点，加快新体制新机制的创新，加大新技术新装备的投入，以

“做精、做强、做大”为目标，实施产业集约化发展、技术高端化提升、资源全球化集成的经营

战略。 

公司旗下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承担了公司最为重要的电梯业务，投资总额 2 亿美元。公司

经过三十多年的创业与发展，累计制造和销售电梯已超过 90 万台。 



针对当前全球电梯行业高速化、环保化的发展趋势，公司成功研制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能量回馈、节能环保型的中高速电梯，打破了国外企业在该领域的技术垄断，带动了行业技术能

级的提升。自动扶梯方面，公司在引进吸收 J 型、A 型自动扶梯技术的同时，自主研发了 C 型自

动人行道、HE 型公共交通型扶梯和采用全新技术的 K 型自动扶梯。针对市场对客户化和节能环保

型自动扶梯产品的需求，研发团队已陆续开发相关新技术和新产品。其中，自动扶梯应用能量回

馈、高效传动、变压变频驱动系统等先进技术，具有突出的节能环保特点，可取得良好的节能效

果及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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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34,187,570,876.52 33,661,588,218.00 1.56 33,520,374,733.11 

营业收入 22,116,248,265.36 21,233,742,463.09 4.16 19,471,146,411.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79,527,608.96 1,268,490,377.86 -14.90 1,390,330,531.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02,650,541.85 1,204,262,803.73 -16.74 1,280,180,785.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375,270,686.83 10,804,118,283.94 5.29 10,035,844,241.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2,959,003.64 188,450,269.55 -8.22 1,930,118,454.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6 1.24 -14.52 1.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6 1.24 -14.52 1.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80 11.83 
减少2.03个

百分点 
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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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6,937,532.23 6,469,646,156.98 5,878,304,536.44 5,501,360,039.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4,183,712.37 376,445,468.42 250,617,015.43 218,281,41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19,428,315.87 366,749,682.15 250,074,802.89 166,397,740.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49,530,274.58 683,998,578.87 1,040,480,817.17 -1,990,11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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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64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8,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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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 491,073,586 48.02 0 无 国有法人 

GIC PRIVATE LIMITED 1,732,496 35,434,062 3.46 0 未知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0,119,804 23,908,655 2.34 0 无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0 13,741,800 1.34 0 无 国家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0 11,363,281 1.11 0 无 国有法人 

GUOTAI JUNAN 

SECURITIES(HONGKONG) LIMITED 
-644,994 10,536,883 1.03 0 未知 其他 

QUANT FOREIGN VALUE SMALL CAP 

FUND 
-646,700 9,304,866 0.91 0 未知 其他 

THE HIGHCLERE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EMERGING MARKETS SMID 

FUND 

-851,774 7,488,457 0.73 0 未知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5,730,007 5,730,007 0.56 0 无 其他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万能

-团体万能 
2,395,848 5,219,406 0.51 0 无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前十名流通股的其他股东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之间未知其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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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9年公司在经营管理上突出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围绕提高企业经济运行健康程度这一目标，加强对新接订单、现金流、应收账款和存货的

日常监管，完善经济运行的全方位管理。 

2、根据公司特点及外部环境，编制符合自身产业发展的具体规划路径，以更清晰的方式规划

明确新产业发展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的战略路径和实现方式。重点关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和全

面系统解决方案等领域，推进与集团公司的产业平台梳理和整合。 

3、积极推进产业的延伸和拓展 

开利空调依托新工厂的顺利投产以及研发中心的新产品注入，提出三大增长策略，即：“新一

线城市增长策略”、“模块机渠道增长策略”和“服务增长策略”，通过新的扩张式路径，提升开利

空调在中国的市场份额。 

日用友捷以贴近汽车整车厂为目标，通过与整车厂配套建立相应的工厂，从而实现了产品的

地域布局，降低了产品的生产销售成本。使日用友捷的产品不但在技术上保持同行业优势，在价

格上也大大增强了产品的竞争力。 

金泰工程凭借技术优势，更重要的是依托柳工集团在工程机械行业的渠道优势，积极应对市



场需求，适时调整产品结构，公司业绩取得快速增长。 

液压气动结合自身特点，根据全球液压行业的整体发展趋势，制定了发展“液压智能成套”

战略目标。对于其未来的科研投入、合资并购有了更加清晰的方向和规划。  

4、抓风险管控，提升联营企业的管理质量 

（1）以审计为抓手，加强对联营企业的运营监督 

（2）提供平台，加强联营企业之间交流，在现有合作的基础上，拓展合作领域，努力使联营

企业做大、做健康。 

5、加强安环管理体系建设 

完善安环管理体制，推进安环各个专项工作的开展，构建“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

失职追责”的安环责任体系。 

通过进一步推进职业卫生健康管理，加强职业危害治理，为企业发展营造规范、健康、和谐、

安全的环境。 

 

（二）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三）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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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8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

并于 2019年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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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下简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

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以下简称“债务重组准则”)，本公司已采用上述准则

和通知编制 2019年度财务报表。修订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及债务重组准则对本公司无显著影

响，其他修订对本公司报表的影响列示如下： 

    1、一般企业报表格式的修改 

（1）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列示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

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

称 

影响金额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 月 1 日 

本公司将应收票据及应

收账款项目分拆为应收

账款和应收票据项目。 

应收账款 2,278,680,400.36  2,040,397,698.15  

应收票据 1,317,927,034.97  629,180,072.21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3,596,607,435.33 -2,669,577,770.36 

本公司将应付票据及应

付账款项目分拆为应付

账款和应付票据项目。 

应付账款 2,785,145,291.37 2,249,319,523.23  

应付票据 113,791,290.47 105,318,169.41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898,936,581.84 -2,354,637,692.64 
 

（2）租赁 

本公司于 2019年 1月 1日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根据相关规定，本公司对于首次执行日前已



存在的合同选择不再重新评估。本公司对于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2019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

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2018年度的比较财务报表未重列。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 

2019年 1月 1日 

合并 母公司 

对于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前

已存在的经营租赁合同，合并及母

公司按照剩余租赁期区分不同的

衔接方法： 

合并及母公司根据 2019 年 1

月 1日的剩余租赁付款额和增量借

款利率确认租赁负债，并假设自租

赁期开始日即采用新租赁准则，并

根据 2019 年 1 月 1 日增量借款利

率确定使用权资产的账面价值。 

对于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前

已存在的低价值资产的经营租赁

合同，合并及母公司采用简化方

法，不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

债，对财务报表无显著影响。 

使用权资产 68,215,108.99 6,187,763.01 

预付款项 -6,004,724.73 - 

长期待摊费用 -17,106,849.00  - 

租赁负债 26,305,718.73 4,465,656.67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20,810,406.40  2,266,005.76 

递延所得税资产 166,709.88  - 

未分配利润 -1,394,917.42 -543,899.42 

少数股东权益 -450,962.57 - 

 

于 2019年 1月 1日，本公司在计量租赁负债时，对于具有相似特征的租赁合同采用同一折现

率，所采用的增量借款利率的加权平均值为 4.75%。 

 

于 2019年 1月 1日，本公司将原租赁准则下披露的尚未支付的最低经营租赁付款额调整为新

租赁准则下确认的租赁负债的调节表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合并 母公司 

于2018年12月31日披露未来最低经营租赁付款额 70,043,979.23 7,198,375.20 

按增量借款利率折现计算的上述最低经营租赁付款额的现值 65,417,403.44 6,731,662.43 

减：不超过12个月的租赁合同付款额的现值 -18,301,278.31 - 

于2019年1月1日确认的租赁负债(含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47,116,125.13 6,731,662.43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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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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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