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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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其他事项段或与持

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

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

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强调事项内容如下：“如财务报表附注十六之 7 所示，康尼机电于 2017 年

12 月收购广东龙昕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昕科技”），并与龙昕科技业绩承诺方签订业绩补

偿协议。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承诺期届满，龙昕科技未能完成协议规定的业绩目标。因业绩承

诺方未支付业绩补偿款，康尼机电未确认此业绩补偿收益，并于 2020 年 4 月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

院提起上诉，要求业绩承诺方履行业绩补偿支付义务。由于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2020 年 5 月

12 日康尼机电收到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0〕28 号），证监会拟对康尼机电

及相关责任人员进行行政处罚，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已向证监会提交陈述申辩并参加了听证，截

止审计报告出具日证监会尚未作出相关决定。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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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0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 426,509,925.01 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1,501,946,758.75 元；

资本公积为 3,371,196,201.88 元。 

因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1,501,946,758.75元，公司2020年度不进行现金股利及股票股利分配

，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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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尼机电 603111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唐卫华 刘健 

办公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模范中路39号 南京市鼓楼区模范中路39号 

电话 025-83497082 025-83497082 

电子信箱 ir@kn-nanjing.com ir@kn-nanjing.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020 年是“十三五”收官之年，是公司实施发展战略规划（2018-2023 年）的关键之年，也是

极不寻常的一年。面对新冠疫情、经济下行、龙昕科技危机等负面影响的复杂局面，在公司董事

会的正确领导下，集团经营层结合当前的新形势和新挑战，坚持战略引领、创新驱动、以人为本，

带领全体员工，按照发展战略规划确定的经营目标和重点任务，积极有序推进各项经营管理活动，

科技、管理创新成果不断呈现，竞争力、创新力、凝聚力进一步增强，集团经营业绩实现稳步增

长。 

报告期内，轨道主业营业收入 28.05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28 亿元，增幅 4.8%，截至报告

期末在手订单金额为 51.40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8.44%；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业务受产业补贴政

策退坡及新冠疫情影响，销售收入未达预期；其他业务板块基本保持稳定。2020 年度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7 亿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7 亿元。 

（一）公司主要业务 

1、轨道交通产品：公司所生产、销售及提供服务的轨道交通产品主要包括干线铁路车辆门系

统、城轨车辆门系统、站台安全门系统、内部装饰、连接器、闸机扇门模块及车辆门系统维保及

配件业务。 

2020 年度，公司城轨车辆门系统、高铁车门系统等核心业务市场占有率稳居国内首位；安全

门产品市场占有率跃升国内第一，同时，海外安全门项目获得阶段性开通（巴西圣保罗）；维保配

件业务销售收入及新增订单数据增速明显；内部装饰产品海外订单首次达到亿元级别；城轨连接

器全年新增 5 条新线订单，获浦镇庞巴迪、中车唐山供应商资质；闸机扇门模块产品年内实现城

市地铁新线建设市场的突破；此外，公司新研发的货运动车组车门已交付样车使用。 

2、汽车零部件业务：公司生产、制造的汽车零部件产品包括新能源汽车和传统汽车的零部件。

（1）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品主要包括充电总成、高压线束及高压模块三大品类，主要包括充电连

接线、充电枪、充电插座、高压线束、高压连接器、高压分线盒等产品，康尼新能源是上汽、吉

利、比亚迪、奇瑞、宇通、中通及北汽福田等国内主流乘用车及商用车主机厂的主要供货商。2020

年公司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业务受到行业补贴退坡及新冠疫情双重影响，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环



境下，新增戴姆勒、广汽丰田、一汽丰田、长安马自达等客户项目订单；高压连接器、直流充电

枪等新产品实现销售，为后续康尼新能源业绩增长奠定了基础；（2）公司自主研制的新能源公交

车门系统产品在国内市场占有率持续得到提升，未来商用车、乘用车以及各类车辆或特种装备均

在以电动化为方向，行业内涌现出一大批的新技术新产品，公司电动汽车门产品作为其中之一，

将会迎来诸多的机遇和广阔的市场；（3）公司依靠精锻技术，制造生产的传统汽车零部件产品主

要包括差速器轴、传动轴、安全系统、汽车变速箱等零部件。报告期内，康尼精机进一步加大了

汽车底盘用轴类、安全带锁紧类等关键汽车零部件项目研发。 

（二）主要产品经营模式 

1、研发设计模式 

公司的研发设计涉及关键技术自主研发、与客户合作设计开发两个方面，模式各有不同： 

（1）自主研发：公司设有技术中心，作为专门的研发职能部门，统筹整个公司的技术研发。

凭借多年来对机电产品及相关领域重要技术和工艺的积累，围绕轨道交通门系统及其他主要产品

的既有核心技术，不断开展纵向、横向拓展性研究和开发。同时，结合市场和技术发展趋势，对

行业新技术或客户新需求进行前瞻性研究。 

（2）合作设计：公司针对轨道交通领域及其他主要产品领域的客户个性需求或其他开发意向，

安排技术人员与之对接，形成一致目标和共识后，按照不同项目以不同方式进行合作开发与设计。 

2、采购模式 

公司的采购模式主要包括自主采购和指定采购。在进行自主采购时，采购部将按照公司的生

产计划、采购流程，向市场直接进行采购，采购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指定采购主要针对客户的

特定需求进行，公司在进行指定采购时按客户的具体要求，在充分进行价格评估的基础上，采购

相关的原材料及零部件。 

3、生产模式 

公司的生产主要采取订单导向型生产模式。公司主营产品，包括轨道交通门系统和汽车零部

件属于离散型制造，产品种类较多，标准化程度低，不同车型所使用的产品存在较大差异。并且

在车型不断更新的同时，产品规格型号也层出不穷，因此公司采取订单导向型生产模式，根据客

户的订单组织产品生产。 

4、营销模式 

公司的销售模式采取直接面对客户进行销售。公司主要通过专业展会展示公司产品，宣传公

司品牌形象，同时销售部门通过销售网络获取市场信息，对顾客开展有针对性的产品推荐活动。



在国内市场，主要通过招投标方式获得销售订单，部分项目通过直接商务谈判获得；在国外市场，

主要通过国外客户在中国设立的采购部门进行采购申报，经客户对申报材料、报价、企业资质以

及业主意见进行综合评议后与之展开商务和技术谈判，签订销售合同。 

（三）行业情况 

1、轨道交通行业 

轨道交通装备制造行业的发展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轨道交通发展及铁路建设规划密切

相关。 

根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网信息，在“十三五”期间，轨道交通行业在国家政策大力支持下

进入大发展黄金时期，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中国内地累计有 45 个城市开通城轨交通线路共

7978.19 公里。2020 当年，中国内地共新增三亚、天水、太原 3 个城轨交通运营城市；另有 25 个

城市新增线路（段）投运，新增线路 36 条，新开延伸段或后通段 20 条，新增运营线路长度共计

1241.99 公里，再创历史新高。 

国内铁路方面，到 2020 年末，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 14.63 万公里，比“十二五”末的 12.10

万公里增长 20.9%。其中，高铁营业里程达到 3.79 万公里，比“十二五”末的 1.98 万公里翻了近一

番。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指出：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综合运输大通道、综合交通枢纽和物流

网络，加快城市群和都市圈轨道交通网络化，提高农村和边境地区交通通达深度。根据全国各省

市响应国家政策发布的地方“十四五”规划，预计在“十四五”期间轨道交通行业仍将保持大规模快

速发展态势。综上，轨道交通行业仍将保持快速增长态势，有着较好的发展前景。 

2、新能源汽车行业 

2020 年 11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以下简称

“规划”），上述规划要求到 2025 年，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占全部销售车辆的 20%，在 2035 年实现纯

电动汽车成为新销售车辆主流。规划还规定从 2021 年起，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大气污染防治重

点区域新增或更新公交、出租、物流配送等公共领域车辆，新能源汽车比例不低于 80%。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预测，新能源汽车将继续迎来高增长，预计 2021 年销量可达 180 万辆。

从国际市场来看，随着欧洲排放政策的实施和补贴政策的推动，欧洲在 2020 年的新能源汽车销量

首次超过中国达到 136.7 万辆。全球新能源汽车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已经明确。在零部件配套方

面，随着新能源汽车量的快速增长，汽车零部件的需求日益增加，但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越



来越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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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4,466,127.37 4,691,801,933.10 15.40 4,746,475,076.08 

营业收入 3,325,717,126.53 3,398,221,977.06 -2.13 3,415,420,735.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26,509,925.01 650,360,750.10 -34.42 -3,150,697,948.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77,295,715.31 259,202,416.30 45.56 -2,710,561,947.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968,438,791.83 2,539,345,154.28 16.90 1,701,726,601.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86,346,769.09 406,444,245.37 44.26 -330,332,811.84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3 0.65 -33.85 -3.2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3 0.65 -33.85 -3.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5.48 32.09 减少16.61个百分点 -1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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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1,255,658.80 800,830,347.97 872,524,919.17 811,106,200.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7,501,868.72 144,128,449.02 138,707,782.67 36,171,824.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97,589,956.88 125,544,556.86 127,094,860.10 27,066,341.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7,577,748.37 114,592,909.25 39,230,815.67 740,100,79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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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8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9,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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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工程学院资产经

营有限责任公司 

0 85,094,595 8.57   无   国有

法人 

金元贵 0 54,625,000 5.50   质押 13,656,250 境内

自然

人 

国信国投基金管理

（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华宇瑞泰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0 31,859,860 3.21 31,859,860 未知 22,707,784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陈颖奇 0 26,455,250 2.66   质押 9,237,112 境内

自然

人 

深圳市泓锦文并购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0 25,624,553 2.58 25,624,553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高文明 0 24,013,750 2.42   质押 8,389,437 境内

自然

人 

上海北信瑞丰资产－

广发银行－陕国投－

陕国投·金元宝 12 号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9,502,000 20,322,561 2.05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东莞市众旺昕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0 19,992,026 2.01 19,992,026 质押 19,992,026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钓鱼台经济开发公司 0 19,855,405 2.00   无   国有

法人 

廖良茂 0 18,730,941 1.89 18,730,941 质押 18,730,941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前十名持股股东中东莞市众旺昕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与股东廖良茂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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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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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中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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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主要为根据财政部的相关要求进行的合理

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具体变更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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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以控制为基础确定，所有受控制的子公司均纳入合并财务报表

的合并范围。 

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情况如下表所列示如下： 

（一）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结构化主体或其他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取得方式 

郑州康尼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注〕 设立 



名称 取得方式 

济南康尼轨道交通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注〕 设立 

南京康尼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注〕 设立 

〔注〕郑州康尼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和济南康尼轨道交通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分别成立于

2020 年 9 月 3 日和 2020 年 9 月 9 日，注册资本均为 3,000.00 万元，均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南

京康尼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12 月 18 日，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由本公司子公司南

京康尼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和其他外部投资方共同出资设立，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其中

南京康尼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持股 55.00%。 

1. 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结构化主体或其他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无 

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情况详见“附注九之 1 在子公司中的权益”；合并范围的变化

情况详见“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