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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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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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20年度分红派息方案为： 

以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准，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15元人

民币（含税）。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1,732,471,370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372,481,344.55元（含税），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30.06%。剩余未分配利润结

转留存。如在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

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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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煤机 601717 不适用 

H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郑煤机 00564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海斌 习志朋 

办公地址 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九大街

167号 

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九大街

167号 

电话 0371-67891015 0371-67891199 

电子信箱 haibin.zhang@zmj.com zhipeng.xi@zmj.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拥有煤矿机械和汽车零部件两大业务板块，主营业务为煤炭综合采掘机械装备

及其零部件、汽车零部件的生产、销售与服务。 

（一）煤机业务方面 



1、主要业务：公司煤机板块主要业务为煤炭综采工作面液压支架、刮板输送机及其零部件、

煤炭综采工作面智能化控制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为全球煤炭客户提供安全、高效、

智能的一流的煤矿综采技术、成套装备解决方案和服务。本公司煤机板块的主要产品为煤炭综合

采掘设备之一——综采液压支架。同时本公司亦与其他相关方合资组建参股公司，开展采煤机制

造业务。 

2、产品用途：液压支架是煤矿长壁开采工作面的机械化支护设备。它与采煤机、刮板输送机、

转载机及胶带输送机等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实现了煤炭开采、支护、运输等主要工序的综合机

械化采煤工艺，液压支架是煤矿综采装备的关键设备。 

液压支架能可靠而有效地支撑和控制工作面顶板，隔离采空区，防止矸石窜入工作面，保证

作业空间，并且能够随着工作面的推进而机械化移动，不断的将采煤机和输送机推向煤壁，从而

满足了工作面高产、高效和安全生产的要求。液压支架是以液压为动力实现升降、前移等运动，

进行顶板支护的设备，是现代煤矿实现采煤、运输和支护等所有工序全部机械化的重要环节。 

煤炭综采工作面智能化控制系统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使工作面

液压支架、采煤机、输送机及电液动力设备等形成具有智能感知、智能决策和自动控制运行功能，

实现工作面采煤、装煤、运煤、支护等作业工况自适应和工序协同，使煤炭开采达到工作面无人

操作、有人巡视的智能化生产。 

3、经营模式：公司的煤机产品具有以销定产、个性化定制的特点，根据煤矿的地质条件和客

户的需求设计生产产品、提供智能化控制系统。公司从研发、设计到采购、生产、销售均自主完

成，仅在订单饱满、产能扩张有限时，将少量非关键部件的部分生产通过外委协作的方式完成，

以弥补产能的不足。 

4、行业情况说明：中国是一个多煤少油的国家，已探明的煤炭可采量位居全球第三，产量连

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虽然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降至 60%以下，但是煤

炭在中国一次性能源结构中仍处于主导地位。2020 年，煤炭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煤

炭优质产能不断释放，全国原煤产量 39.0 亿吨，比上年增长 1.4％，煤炭价格波动，但仍稳定在

绿色区间，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根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发布的《2020 煤炭行业发展年度报告》，

到“十四五”末，国内煤炭年产量将控制在 41 亿吨左右，煤炭年消费量将控制在 42 亿吨左右，全

国煤矿数量将由 2020 年底的 4700 处左右控制在 4000 处左右，煤炭行业集中度将大幅提升，未来

煤炭行业仍将保持平稳发展。 

煤机行业方面，集中度进一步提高，供需略显宽松，行业竞争加剧，智能化趋势更明显。2020

年 2 月，八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加快煤矿智能化发展的指导意见》，随着煤炭开采智能化的快速推

进，煤炭行业集中度的持续提升，煤矿对大型化、机械化和智能化设备的需求将拓展煤机行业空

间。 

国际市场方面，世界煤机巨头井工煤机业务不断萎缩，但是在美国、澳大利亚仍处于主导地

位，部分目标市场所在国政府出台对煤炭行业利好政策，燃煤电厂增加，进而带动煤炭及煤机产

品需求的增加。 

郑煤机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煤矿综采装备研发、制造企业，凭借先进的技术研发体系，持续

引领煤矿综采装备的发展方向。公司市场占有率高，技术优势明显，产品质量在市场获得普遍认

可，品牌价值优势明显，在产品技术创新、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具有较大优势，拥有更强的市场



竞争力。 

（二）汽车零部件业务方面 

1、主要业务：公司汽车零部件板块涵盖汽车动力系统零部件、底盘系统零部件、起动机及发

电机，包括两大品牌亚新科和 SEG。 

其中亚新科主要产品为动力系统零部件、底盘系统零部件、起动机及发电机等，动力系统零

部件主要为商用车发动机配套的缸体缸盖、活塞环、凸轮轴等，底盘系统零部件、起动机及发电

机主要为乘用车发动机配套的减震系统、密封、起动机及发电机等，拥有 5 家独立的研发中心，

专注于细分领域的技术研发。SEG 主要产品为汽车起动机及发电机（包括起停电机、48V 能量回

收加速辅助系统(简称 48V BRM)），产品应用于乘用车、商用车领域，以全球销售为主，在 12 个

国家设有销售网点，覆盖各大汽车厂商；在德国、西班牙、匈牙利、中国、巴西等国家拥有 9 个

生产基地。 

2、经营模式：公司汽车零部件业务普遍采用以销定产模式，根据客户订单需求安排相关产品

的生产，但对于一些相对成熟的批量产品，会结合市场状况，生产一定数量的成品进行备货，以

及时满足客户的临时采购需求。具体生产模式包括自主研发、来图加工和合作开发等。多数类型

的产品针对国内及国外客户均采用直销的销售模式，部分产品针对国外客户代销与直销模式均有

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下，销售部门会根据订单实际情况制定销售计划，生产部门再根据销

售计划制定生产计划，之后采购部门根据生产计划安排相关原材料的采购。 

3、行业情况说明：2020 年，我国汽车行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受中美经贸摩擦、环保标准

切换、新能源补贴退坡、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的影响，承受了较大压力。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发布的数据 2020 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达 2522.5 万辆和 2531.1 万辆，同比下降 2%和 1.9%，

与上年相比，分别收窄 5.5 个百分点和 6.3 个百分点。其中我国商用车产销量分别达 523.1 万辆和

513.3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0%和 18.7%，汽车行业表现好于预期。 

国际市场方面，全球主要汽车核心市场汽车销量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出现不同程度下

滑。但是随着新冠肺炎疫苗的逐步推广使用，汽车消费预计将逐步恢复，2021 年全球汽车全球产

销将重拾增长势头。同时，以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为趋势的汽车“新四化”正重塑

行业格局，欧美日韩等成熟市场将迎来结构性的变化，中国、印度、拉美等新兴市场销量未及饱

和，国内汽车及零部件行业将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综合来看，调整期结束后，未来汽车以及汽车

零部件企业仍将有一定的增长空间，且孕育了新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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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14,415,299.94 29,712,598,520.15 13.47 27,690,854,793.24 

营业收入 26,508,663,494.61 25,721,227,169.72 3.06 26,011,729,865.6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239,149,510.63 1,040,253,246.73 19.12 832,343,63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697,776,271.10 820,027,184.50 107.04 587,180,085.9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3,063,794,901.37 12,239,731,257.55 6.73 11,457,211,263.34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411,971,480.23 2,852,217,599.45 -15.44 1,231,807,639.56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715 0.600 19.17 0.4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714 0.600 19.00 0.48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9.79 8.78 增加1.01个百

分点 

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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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41,232,246.25 6,370,716,185.44 6,936,023,100.82 7,260,691,962.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01,914,619.43 733,253,016.91 77,930,780.84 26,051,093.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429,330,597.44 641,611,305.44 552,229,762.01 74,604,606.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9,571,088.73 77,199,663.93 762,085,334.33 1,592,257,57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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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8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4,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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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机械装备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521,087,800 30.08   质押 211,600,000 国有法

人 



HKSCC NOMINEES LIMITED 220,600 220,729,590 12.74   未知   境外法

人 

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7,588,415 69,209,157 3.99   无   国有法

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252,384 44,798,914 2.59   无   境外法

人 

华夏基金－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华夏基金－汇金资管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28,608,500 28,608,500 1.65   无   其他 

YITAI GROUP (HONG 

KONG) CO LIMITED 

  22,399,200 1.29   未知   境外法

人 

CITIGROUP GLOBAL 

MARKETS LIMITED 

17,999,658 18,004,658 1.04   无   境外法

人 

李俊 -7,855,600 18,000,000 1.04   无   境内自

然人 

蒋仕波 14,372,344 17,224,780 0.99   无   境内自

然人 

高雅萍 8,049,516 15,416,816 0.89   无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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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265.19亿元，同比增长 3.0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12.39亿元，同比增长 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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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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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子公司的相关信息详见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本报告期合并范围新增子公司郑煤机智鼎液压有限公司、郑州煤机数耘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除此

之外无其他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