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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03                           证券简称：汉宇集团                             公告编号：2021-014 

汉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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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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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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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603,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1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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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宇集团 股票代码 30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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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胜美 石胜美 

办公地址 
广东省江门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清澜路 336

号 

广东省江门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清澜路 336

号 

传真 0750-3839366 0750-3839366 

电话 0750-3839060 0750-3839060 

电子信箱 idearhanyu@oceanhanyu.com idearhanyu@oceanhanyu.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高效节能家用电器排水泵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经过十几年的深耕细作，公司在家用电器排水泵细分

行业取得了相当的营收规模，并且在电机核心技术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近年来，公司积极布局新的电机应用领域，努力

开拓新的业务板块，为公司未来发展创造新的空间。截至目前，除原有的家用电器配件板块之外，公司已拥有终端电器板块、

工业机器人板块、新能源汽车部件板块。 

家用电器配件板块的主要产品是高效节能家用电器排水泵（通用排水泵、专用排水泵、冷凝泵、洗涤循环泵等），主要

应用于滚筒洗衣机、洗碗机、搅拌式洗衣机、冷凝式干衣机以及部分波轮洗衣机产品，实现排水或循环水的功能。报告期内，

公司立足于家用电器排水泵这一细分行业，持续提升生产能力、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并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不断扩展

核心专利技术的应用领域，以进一步提升公司在该领域的市场占有率。目前，惠而浦、伊莱克斯、三星、西门子、GE、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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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美的等家电龙头企业均为公司客户。 

全资子公司地尔健康（终端电器板块）积极通过酒店、医院、美容院、养老院、机场等渠道销售水疗马桶，利用广告、

体验式营销模式不断拓展水疗马桶的销售渠道。目前，地尔健康建立了覆盖全国的经销商体系。水疗马桶是电子智能座便器

与肠道水疗仪的结合，是用户在家庭里可以非接触式灌洗直肠和清洁肛部的医疗器械，适用于清除人体肠道中的宿便，可与

洗剂或生理盐水配套用于外阴、肛门的清洗或烘干。公司掌握了洁肠水疗仪中的非接触水疗技术，利用公司的水泵技术来控

制水流、水压，且取得了相关技术的专利和产品商标。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水疗马桶未来的市场需求空间巨

大。 

控股子公司同川科技（工业机器人板块）主要生产销售冲压机械手以及为客户定制自动化制造方案。冲压机械手适用于

家电、3C和汽车等行业工厂冲压自动化生产线，能以工业机器人代替生产过程中大量重复和危险的人工操作，具有高稳定

性、耐用性好、性价比优势明显等特点。并且同川科技推出了工业机器人核心部件谐波减速器。 

新能源汽车部件板块，主要研发电子水泵、交/直流充电桩、微充系列（微充枪、智能插座、微充网APP）产品。电子

水泵主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的热管理系统。交/直流充电桩、微充系列产品、汽车电子水泵等产品已经进行小批量生产销售，

未来市场空间广阔。 

       参股子公司优巨新材专门从事先进特种工程塑料和特种化学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及应用化服务。Paryls®聚芳醚砜

材料（包含PPSU、PES、PSU三种材料）是优巨新材独立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技术产品，均包含高中低粘度规格

牌号，形成9大核心牌号产品，产品性价比优势明显，对国际知名品牌产品具有较强的替代能力；聚芳香醚酰亚胺（PEI）、

聚芳香醚酰胺（高温尼龙PE-PPA）、聚芳香醚聚酯（PE-LCP）、聚芳香醚透明芳纶（PEA）等产品已完成技术储备并准备

进入产业化阶段；特种化学品双酚S，4,4-二氯二苯砜，间苯二胺，二醚二酐等产业化技术成熟，正逐步进入产业化阶段，

双酚S已于2020年建成年设计产能3000吨产线并顺利投产，产品远销欧亚并与热敏纸、印染等行业领导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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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8,390,104.99 863,796,022.40 8.64% 793,822,246.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4,598,538.70 163,066,701.74 25.47% 162,757,923.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0,777,613.13 149,596,265.76 20.84% 143,946,296.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7,054,733.49 210,913,291.34 -11.31% 104,314,164.7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 0.27 25.93% 0.269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 0.27 25.93% 0.26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43% 12.78% 1.65% 11.15%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2,146,280,529.14 1,652,052,869.29 29.92% 1,632,626,805.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04,461,434.22 1,374,344,014.12 9.47% 1,330,818,53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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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073,705.68 202,544,157.66 262,085,220.88 288,687,020.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391,602.76 40,302,961.80 69,010,852.09 64,893,122.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805,637.01 40,314,775.86 51,493,980.40 52,163,219.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078,314.73 87,123,309.44 16,630,645.16 69,222,46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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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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86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7,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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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华山 境内自然人 43.52% 262,408,689 218,703,054 质押 118,640,000 

江门市江海区

神韵商贸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28% 80,057,690 0 质押 22,000,000 

王大威 境外自然人 1.02% 6,123,888 0   

马春寿 境内自然人 0.74% 3,354,750 3,354,750   

夏煜 境内自然人 0.44% 2,667,319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大成中证红

利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30% 1,780,640    

法国兴业银行 境外法人 0.21% 1,284,78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易

方达中证红利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19% 1,156,200    

叶凡 境内自然人 0.19% 1,140,000    

李蒙 境内自然人 0.17% 1,005,61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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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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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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等挑战，公司经营管理层围绕公司经营目标开展工作，认真落实人才储备、成本管控、计划

管理、质量管理、流程优化、新项目开发等事项。公司各项工作有序开展，经营业绩稳定上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3,839.0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64%；实现营业利润22,769.1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6.8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459.8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5.47%。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开展工作如下： 

1、排水泵产品市场稳步推进 

公司在持续落实排水泵产品生产能力的同时继续提高公司的自动化制造能力和检测水平，进一步加强对产品质量的全面

管理控制。家用电器排水泵配件类产品创新系列的产销量不断提升，有力地巩固了公司在全球家用电器排水泵领域的市场龙

头地位。新型高效一体排水泵产品的市场推广工作进展顺利，销售占比持续增加。推进全球化战略，探索海外业务模式，泰

国子公司业务稳步开展。 

2、新产品推广进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针对进水阀、洗碗机用洗涤循环泵、水疗马桶、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部件等新产品的市场推广持续

开展一系列具体工作。进水阀、洗涤循环泵产品新目标客户的开发工作稳步推进；水疗马桶产品的体验式销售模式逐步推进，

继续加强与酒店、医院、会所、养老院、机场等的合作，同时该产品的经销商已覆盖全国，通过广告、区域性的推广活动等

方式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帮助经销商与潜在客户建立起连接；报告期内地尔健康推出了米诺斯品牌智能马桶，满足不同客户

的个性化需求；同川科技积极推进冲压机器人产品、谐波减速器的销售、为客户定制自动化制造方案，市场推广工作瓶颈依

然存在；新能源汽车部件产品方面，针对交/直流充电桩、微充系列产品积极的进行销售推广，对汽车电子水泵产品，配合

主机厂进行了研发工作、样品试制与测试工作。 

3、品牌战略 

公司一直专注于家用电器排水泵产品的研发和生产，产品质量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在国内外主要家用电器厂商中建立

了良好的声誉和品牌形象，是“世界名牌背后的名牌”。同时，公司加强对其他产品的市场推广力度，通过冠名体育赛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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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社会展示公司的品牌价值及正面的企业形象，增强公司产品的市场认知度和竞争力。 

4、技术研发 

公司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努力增强和提高核心技术与产品竞争力，并取得了一定突破。2020年，公司投入研发费用4,555.28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4.85%。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已拥有授权专利558项（其中境内发明专利81项、境外发明专利12

项），获得受理的在申请专利为196项（其中发明专利118项，实用新型专利73项，外观设计专利5项）。公司根据项目研究

与开发阶段的不同特点，优化研发系统组织结构，进一步提高研发效率，同时，公司努力创造更好的创新环境与机制，不断

引进国内外优秀研发人才，提高研发团队的自主创新能力，组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研发团队。此外，公司高度重视知识产权

工作，加强知识产权团队建设的同时逐步落实激励机制，维护项目和产品创新的基础。 

5、引进专业人才并培养后备人员 

专业和高端人才是保持公司持续不断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实力的关键。公司通过社会招聘及内部培养选拔引进包括研发、

市场营销及公司管理等各方面的国内外专业人才，并通过招聘知名院校的硕士、本科毕业生，加强后续人才梯队的储备。同

时，公司进一步通过充实培训内容、改进培训形式、提升培训水平，以经营目标为核心，继续推行“以技术工人替代普通工

人”和“从普通管理人员提升为专家级别管理人员”制度，促进员工技能、业务水平、知识面以及部门管理绩效的提升。 

6、建立健全公司治理体系，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 

报告期内，根据最新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修订了《公司章程》，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公

司治理结构，促进公司合规运营。 

    公司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健全投资者沟通平台，规范投资者关系

管理工作，加强公司与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之间的沟通，增进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和认同，建立公司与投资者之间长期、稳

定的良好关系，从而提升公司的美誉度、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公司价值和股东权益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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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用排水泵 579,010,364.86 123,156,671.95 33.42% 16.59% 37.07% 1.32% 

专用排水泵 87,853,387.89 29,699,123.38 53.11% -12.76% 5.06% 3.31% 

冷凝泵 75,150,289.38 24,123,570.84 50.43% 8.02% 31.82% 3.77% 

合计 742,014,042.14 176,979,366.17 37.47% 8.64% 27.50%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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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汉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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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7月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要求在境内

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公司于2020年2月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

议案》，按要求实施上述会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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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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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石华山 

 

披露时间：二○二一年三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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