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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95                         证券简称：豪迈科技                         公告编号：2021-004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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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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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迈科技 股票代码 002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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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静 赵倩倩 

办公地址 山东高密市密水科技工业园豪迈路 2069 号 山东高密市密水科技工业园豪迈路 2069 号 

电话 0536-2361002 0536-2361002 

电子信箱 himile_zqb@himile.com himile_zqb@himil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子午线轮胎活络模具的生产及销售、大型零部件机械产品的铸造及精加工，

其中：轮胎模具产品覆盖乘用胎模具、载重胎模具、工程胎模具、巨型胎模具等，大型零部

件机械产品以风电、燃气轮机等能源类产品零部件为主。公司依托强大的研发、铸造实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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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加工能力，形成了铸造加工一体化的综合优势，有利于更好的满足客户需求、为客户提

供便捷服务。 

作为轮胎成套生产线中的硫化成型装备，轮胎的花纹、图案、字体以及其他外观特征的

成型都依赖于轮胎模具。公司主要客户为专业轮胎制造商，生产的轮胎模具产品是根据客户

要求的相应技术参数设计加工的，具有个性化强、差异化程度高的特点。公司属于单件小批

量订单式生产的企业，采取以销定产、以产定购、直接销售为主的经营模式。报告期内，公

司未发生重大变化。 

轮胎模具行业是国家宏观指导及协会自律管理下的自由竞争行业，企业可根据市场需求

自行安排生产。轮胎模具行业作为轮胎行业的上游企业，其需求量除与轮胎的生产规模密切

相关外，还受到轮胎规格、花纹等的更新换代速度的影响。随着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对轮

胎的质量、性能等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轮胎企业为增强市场竞争力，花纹的改良更新也

日趋频繁，许多模具未达到使用寿命就可能被提前更换，增加了市场对轮胎模具的需求量。

近年来，跨国公司全球采购模具的趋势持续发展，国际新兴市场的开拓也大有可为，因此，

我国轮胎模具制造业发展空间广阔。 

轮胎模具行业市场集中度明显，国际上，除附属于轮胎制造商的几家模具企业外，专业

轮胎模具制造规模以上企业并不多。由于轮胎模具行业产品个性化强，高中低档产品价格存

在较大差异，企业的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加工周期等因素决定了其市场定位和价格水平。

公司主要定位于中高端市场，目前在技术、产能、品种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和竞争力。近

年来，轮胎企业为了适应市场需求，广泛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花纹，相应地对

模具产品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公司的竞争优势愈发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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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94,480,426.30 4,387,056,102.32 20.68% 3,724,405,663.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07,210,457.12 862,763,843.42 16.74% 739,102,307.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57,493,475.37 833,168,538.55 14.92% 711,538,358.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7,801,322.40 -171,173,891.62 25.34% 217,470,168.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2590 1.0785 16.74% 0.923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2590 1.0785 16.74% 0.9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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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72% 18.76% -0.04% 18.06%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6,972,147,328.88 6,791,766,521.33 2.66% 5,567,469,454.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769,854,730.45 4,951,177,386.04 16.54% 4,342,713,307.80 

 

注：本年本集团将附追索权的票据贴现款 10.58 亿元在筹资活动现金流入中列示。  

上年本集团将附追索权的票据贴现款 6.88 亿元在筹资活动现金流入中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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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7,537,243.59 1,372,276,024.70 1,393,583,272.99 1,451,083,885.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1,212,184.86 321,150,071.71 288,242,737.04 206,605,463.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4,225,940.10 313,025,239.01 277,549,589.61 182,692,706.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7,138,840.55 -224,891,172.73 -60,031,215.52 39,982,2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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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08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7,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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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恭运 境内自然人 30.06% 240,476,600 180,357,450   

柳胜军 境内自然人 13.48% 107,845,021 80,883,766   

刘霞 境内自然人 6.72% 53,797,500 0   

徐华兵 境内自然人 4.04% 32,311,200 0 质押 5,00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泓德丰润三

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7% 23,732,351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泓德远

见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6% 22,902,952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泓德臻远回

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3% 14,650,188 0   

冯民堂 境内自然人 1.44% 11,508,409 0   

大家资产－民生银行－大家资产－盛

世精选 2 号集合资产管理产品（第二

期）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2% 8,976,956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96% 7,676,2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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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上述有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未

知公司上述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股东冯民堂先生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

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0982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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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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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并在全球蔓延，国际经贸摩擦加剧，各行业受到极大冲击。

面对挑战，中国经济在党中央、国务院科学有效的坚强领导下，取得国内生产总值首度突破

100万亿元、同比增长2.3%的成绩，中国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 

面对错综复杂的内外经济形势，公司坚定不移地聚焦主业、稳扎稳打夯实基础管理，秉

承“快速反应、马上行动”的工作作风，以积极的态度和行动应对疫情及各种变化。公司管

理层统筹兼顾疫情防控和经营管理工作，一方面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疫情防控实现快速复工复

产，从“云”招聘、物资采购与储备、APP轨迹追踪到专业消毒等多方面、全维度积极开展防

疫工作，并通过业务及订单协调、科学有序排产等快速决策，尽最大力度保障客户所需产品

及服务的及时交付，获得了客户的一致认可和高度赞扬；另一方面带领全体员工凝心聚力、

锐意进取，继续深挖研发、技术创新等核心竞争力，并不断完善公司技术研发体系、持续对

专用设备进行升级和更新换代，积极推动自动化生产，同时，强化内控管理，加强成本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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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和各项业务的健康发展。 

在党中央“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大发展战略部署下，

报告期内，公司内销业务增长较快，表现突出，外销业务因疫情等因素影响，营业收入同比

略有下滑。2020年度，公司生产经营状况良好，轮胎模具业务良性平稳发展，大型零部件机

械产品业务订单饱满，整体经营业绩稳步增长。 

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2.94亿元，同比增长20.6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07亿元，同比增长16.74%；总资产69.72亿元，同比增长2.6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57.70亿元，同比增长16.54%，资产负债率17.16%，财务状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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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具 2,993,896,374.19 748,530,564.10 34.51% 4.17% 2.84% -1.56% 

大型零部件机械产品 2,087,399,477.38 362,322,569.61 23.96% 56.73% 49.81% -1.90% 

其他 110,863,266.75 17,380,729.30 21.64% -6.55% -13.97%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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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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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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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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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
“新收入准则”），根据财政部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

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

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
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已

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 

说明 

说明：本集团按照新收入准则的要求进行衔接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收入要求不一致
的，本集团不进行调整。本集团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期初的主要调整如下： 

合并财务报表 

报表项目 按原收入准则列示的账面价

值 2019年12月31日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

响 

按新收入准则列示的账面

价值 2020年1月1日 

预收款项 137,143,225.38  -137,143,225.38   

合同负债  129,067,659.21  129,067,659.21  

其他流动负债  8,075,566.17  8,075,566.17  

母公司财务报表 

报表项目 按原收入准则列示的账面价

值 2019年12月31日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

响 

按新收入准则列示的账面

价值 2020年1月1日 

预收款项 134,742,198.82 -134,742,198.82  

合同负债  126,846,191.95 126,846,191.95 

其他流动负债  7,896,006.87 7,896,006.87 

本集团根据新收入准则，将与销售商品相关的预收款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和其他流动负债。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集团本年度无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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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新设增加豪迈巴西工业设备贸易有限公司、豪迈巴西精密机械工业有限公司两家公司。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恭运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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