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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23                      证券简称：亚玛顿                     公告编号：2021-013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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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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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玛顿 股票代码 002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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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芹  

办公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青龙东路 639

号 
 

电话 0519-88880015-8301  

电子信箱 lq@czamd.com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营业务和主要产品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对新材料和新技术的研发和创新，从最初国内首家研发和生

产应用纳米材料在大面积光伏玻璃上镀制减反射膜到国内率先一家利用物理钢化技术规模化

生产≤2.0mm 超薄物理钢化玻璃、超薄双玻组件、投资建设光伏电站项目、以及依托现有技

术优势在 BIPV 建筑一体化、节能建材、电子消费类产品等领域的开发和拓展，实现了公司多

元化的业务发展模式。公司主营产品为太阳能玻璃、超薄双玻组件、光伏电站业务、电子玻

璃及显示器系列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和主要产品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公司经营模式 

1、太阳能玻璃、超薄双玻组件、电子玻璃及显示器系列产品 

公司拥有完整的研发、采购、生产、销售体系。公司产品生产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实行

“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即以客户订单为基础，通过分析客户订单的产品需求量，结合自

身产能、原材料情况制定生产计划进行量产，最终为客户提供其所需要产品。同时，公司通

过持续的技术创新，不断拓展产品的应用领域，提高产品质量并为客户提供个性化服务，从

而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2、光伏电站业务 

公司采取与 EPC 工程建设方合作模式，即由 EPC 工程建设方负责电站项目的前期电站开

发、工程建设等，公司主要是提供超薄双玻组件以及电站建设融资借款。建成后的电站所有

权归公司所有。电站项目进入运营阶段，通过将太阳能转化电能、输送并入地方电网，实现

电力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公司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受益于双玻组件市场渗透率不断地提升，光伏玻璃作为光伏组件封装必需品的

市场需求进一步扩大。同时，凤阳窑炉投产后有稳定的原片玻璃供应，使得公司超薄光伏玻

璃销量较去年同期大幅度增长，从而对公司业绩产生积极地影响。 

（四）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 

1、光伏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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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光伏产业是全球范围内能源系统的战略性、朝阳性产业。在全球各国共同推动下，

光伏产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产业规模持续扩大，过去十年全球光伏市场年复合增长率近 40%。

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的公开数据，近年来，全球光伏产业呈现稳定上升的发展态势，光伏发

电应用地域和领域逐步扩大，全球光伏应用市场持续增长。 

 

 

 

2、电子玻璃及显示器件行业 

在智能时代的今天，能带来更好视觉享受的大屏电视越来越受欢迎。十年前，主流电视

尺寸是 32 英寸，如今 55 英寸的电视成为主流。随着 55 寸、65 寸电视销售占比的提升，预

计液晶电视的平均尺寸未来将继续增大。电视领域“尺寸迭代”效应带动的大尺寸化也将驱

动电视需求面积的增长。 

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宅经济应运而生，液晶 TV 作为室内交互的重要大屏受到拥趸，

根据群智咨询数据，受益于后疫情时代北美液晶 TV 需求大幅回暖，2020 年全球液晶 TV 出货

量达到新高的 2.44 亿台，同比增长 2.95%。同时，从终端销售占比来看，大尺寸 TV 的占比

正在持续提升，小尺寸 TV 占比持续下降，根据群智咨询数据，32寸 TV 面板出货占比从 2018H1

的 32.1%下降到了 2020H1 的 26.9%，而 65 寸面板占比从 2017H1 的 4.3%上升至了 2020H1 的

8.9%，尽管销量处于存量市场，但 TV 大尺寸化趋势显著，体现终端用户对高端产品的需求正

持续提升。 

（五）公司所处行业竞争地位 

公司作为国内最早进入 AR 镀膜玻璃领域的企业，至今已有十多年的从业经验。公司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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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拥有多项核心技术和专利，包括产品生产工艺设计、生产线设计和制造、产品检验标准等

自主研发工作。同时，公司是国内率先一家用物理钢化技术规模化生产≤2.0mm 超薄物理钢

化玻璃并制成超薄双玻组件的企业，引领光伏行业进入更薄、更轻、更耐久的“轻量化”时

代，在国内双玻组件市场位居行业前列的优势地位。同时，为突破行业局限，需求更开阔的

发展，公司凭借前瞻性的发展战略，进一步探索研究光电玻璃技术，现已成为国内少数能够

生产大尺寸超薄光电玻璃系列产品的企业，并已经具备包括切割、打孔、磨边、镀膜以及丝

网印刷等全套深加工流程，能够更好地满足客户定制化产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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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2,858,274.43 1,184,367,791.28 52.22% 1,530,350,704.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37,748,160.84 -97,053,678.13 241.93% 79,231,880.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71,956,734.60 -113,460,788.43 163.42% -87,981,494.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41,506,672.39 189,457,069.52 27.47% 3,759,894.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6 -0.61 240.98% 0.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6 -0.61 240.98% 0.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20% -4.50% 10.70% 3.64% 

 2020年末 2019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8年末 

资产总额 4,053,842,031.16 3,709,607,666.83 9.28% 4,229,345,164.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345,498,282.84 2,097,264,491.65 11.84% 2,216,421,09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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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185,522.48 448,844,902.57 412,168,575.41 648,659,27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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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351,422.87 27,126,852.49 31,406,284.57 65,863,600.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763,731.00 22,361,470.40 24,473,638.74 16,357,894.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918,505.19 -45,922,741.68 85,579,415.77 177,931,49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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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2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1,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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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亚玛顿
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2.11% 

67,380,2

00 
67,380,200 质押 40,000,000 

林金坤 
境内自然

人 
6.53% 

10,449,0

00 
10,449,000 冻结 2,400,000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富国
低碳新经济

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3.04% 
4,861,10

0 
4,861,100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富国

天惠精选成

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LOF） 

其他 2.35% 
3,760,58

3 
3,760,583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富国清洁
能源产业灵

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

其他 1.76% 
2,813,61

0 
2,813,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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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富国积极

成长一年定

期开放混合

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47% 
2,348,20

0 
2,348,200   

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5% 
2,161,50

0 
2,161,500   

兴业基金－
杭州银行－
兴业基金－

兴诚 1号特

定多客户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1.06% 
1,692,80

0 
1,692,800   

UBS AG 境外法人 0.80% 
1,282,56

8 
1,282,568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华泰柏瑞

中证光伏产
业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2% 
1,159,00

0 
1,159,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常州亚玛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之实际控制人林金锡先生、林金汉先
生与林金坤先生为兄弟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也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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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疫情的蔓延对国内外的制造业企业带来了较大的影响。

报告期，面对新冠病毒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为顺利实现复工复产工作，公司制定了详尽的

应急预案、应急措施和经营计划，积极调配人员及物资，并于 2020 年 2月 10 日成为常州地

区第一批复工复产的企业，为整个光伏产业的快速复工复产提供了有效保障，同时进一步降

低疫情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80,285.8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2.22%；营业利润

16,167.2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45.29%；利润总额 16,886.72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51.0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774.82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41.93%。公司经

营数据较去年同期扭亏为盈并大幅度增长，主要原因如下:（1）2020 年，光伏市场需求强劲，

超薄双玻组件市场渗透率快速提升。在此背景下，公司超薄光伏玻璃市场需求量大幅增加。

同时，凤阳第一座窑炉自 2020 年 4 月投产后为公司提供稳定的原片玻璃，使得公司超薄光伏

玻璃销量和产能利用率较去年同期大幅度增长，公司盈利能力进一步提升。（2）报告期，公

司太阳能瓦片玻璃等产品销量较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长，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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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报告期，公司按照发展战略规划进一步出售太阳能光伏电站资产，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

积极影响。报告期主要工作如下： 

1、紧抓市场机遇，不断提升公司超薄光伏玻璃的市场占有率 

近年来，随着双玻组件高发电效率、低衰减率等优势逐渐被市场接受和应用，以及安装

方式的逐步优化，双玻组件的应用规模不断扩大。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预计，至 2025 年双玻

组件市场渗透率有望达到 60%。未来随着光伏产业的稳步发展及双玻组件市场渗透率的持续

提升，市场对光伏玻璃的需求量将快速攀升。 

在此背景下，公司紧抓市场发展机遇，凭借作为国内首家研发和生产应用纳米材料在大

面积光伏玻璃上镀制减反射膜到国内率先利用物理钢化技术规模化生产≤2.毫米超薄物理钢

化玻璃的较强的技术优势，加大超薄光伏玻璃的销售力度，在维护已有优质客户的基础上，

加强与客户的战略合作关系，不断地提升公司产品的品牌影响力。同时，凤阳一期窑炉的正

式投产，为公司原片玻璃供应提供强有力地保障，因此，报告期公司光伏玻璃的产销量均实

现大幅度地增长。 

2、加大研发创新，稳固核心竞争力 

持续的技术创新是公司长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和重要保障。为此，公司把握行业发展趋

势与宏观政策指引，以市场为导向，确立短期和中长期研发目标和项目，进一步加大研发投

入，不断开创和深化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技术和产品。为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公司依托于现有的核心技术以及市场需求，开发更加轻量化（1.6mm）的超薄光伏玻璃，并已

向核心客户送样，从而为行业提供性价比更高的全新产品选择，不断稳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3、开发新业务领域，实现公司多元化领域的发展 

近年来，公司依托自身在薄玻璃物理钢化技术、多功能镀膜技术、玻璃精密加工技术等

核心技术陆续推出了电子玻璃及显示器系列产品、太阳能瓦片玻璃等新产品，新产品的推出

是公司玻璃深加工技术领域的深化与拓宽，也是公司致力于在玻璃这种基础性材料上进行技

术的研发和创新的具体体现。报告期，虽然受到海外疫情影响，但公司根据客户需求正常向

其提供太阳能瓦片玻璃等相关产品。 

4、积极开拓电子消费类业务领域的市场 

近年来，公司大力推进电子玻璃及显示器系列产品的市场开拓，加强与现有客户的深度

合作的同时积极开拓行业细分市场领域龙头客户,深度发掘客户多样化的需求，为客户提供一

站式的创新产品和服务，实现由“产品设计制造商”向“解决方案提商”的转型，努力从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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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创新能力及品牌影响力等各方面达到国内领先、世界先进的行业地位。 

5、积极推进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公司于 2020 年 8 月启动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计划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4，800万股新股，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00,000 万元，募投项目分为投入大尺寸、高功率超薄光伏玻璃智能化

深加工建设项目、大尺寸、高功率超薄光伏玻璃智能化深加工技改项目、BIPV 防眩光镀膜玻

璃智能化深加工建设项目、技术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通过本次资本运

作抓住国内外光伏行业政策性利好及需求快速增长的历史性机遇，为公司业务发展提供了有

力的资金保障。 

截至 2021 年 3月，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已获得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并获

得书面批文。 

6、出售电站资产，实现轻资产运营 

因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业务属于重资产行业，随着公司相关资产规模的扩大，对公司的资

金压力也日益凸现。为缓解上述压力，公司自 2017 年起调整光伏业务发展战略规划，将出售

全部电站资产，聚焦主业，实现轻资产运营。报告期，公司通过股权转让方式出售孙公司下

属四个电站项目，合计 67MW。 

报告期末，公司自有电站项目还剩 5个，合计装机量约 90.59MW。 

7、扩充人才梯队 

公司继续贯彻实施人才战略，不断完善用人制度，提高人才引进的开放性、合理性和高

效性，有针对性地引进公司需要的经营管理和技术人才，并通过分层次、有重点的员工培训

和继续教育计划，努力提高员工的整体素质、提高管理人员的现代化经营管理能力、创新能

力和决策能力，形成多层次的人才结构。报告期，公司通过外聘方式引进高级管理人才担任

公司总经理职务，借鉴其多层次的内外资管理经验不断提升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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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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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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能玻璃 1,510,004,846.09 232,452,381.82  15.39% 99.37% 266.69% 83.92% 

太阳能组件 112,213,987.33 -14,359,888.16  -12.80% -49.14% -423.42% -735.86% 

电力销售 134,035,563.43 72,659,351.11  54.21% -17.65% -20.09% -2.96% 

电子玻璃及显

示器件 
29,209,421.14 -9,060,372.78  -31.02% 29.27% -35.18%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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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 180,285.8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2.22%；营业利润 16,167.2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45.29%；利润总额 16,886.72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51.07%；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774.82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41.93%。公司经营数据较去年

同期扭亏为盈并大幅度增长，主要原因如下:（1）2020 年，光伏市场需求强劲，超薄双玻组

件市场渗透率快速提升。在此背景下，公司超薄光伏玻璃市场需求量大幅增加。同时，凤阳

第一座窑炉自 2020 年 4月投产后为公司提供稳定的原片玻璃，使得公司超薄光伏玻璃销量和

产能利用率较去年同期大幅度增长，公司盈利能力进一步提升。（2）报告期，公司太阳能瓦

片玻璃等产品销量较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长，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3）报告期，

公司按照发展战略规划进一步出售太阳能光伏电站资产，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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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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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会计政策的变更 

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自 2020 年 1 月 1 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

〔2017〕22 号）相关规定，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

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新收入准则引入了收入确认计量

的5步法，本公司详细的收入确认

和计量的会计政策参见“三、重
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三十三、

收入” 

2020年12月31日的合并合同资产列式金额为11,476,559.56元，合并应收

账款列式金额为471,386,004.28元；2020年1月1日的合并合同资产列式金

额为27,466,100.53元，合并应收账款列式金额为564,059,152.20元； 
2020年12月31日的合并合同负债列示金额为59,632,420.08元，增加其他

流动负债-待转销项税额7,656,432.22元，合并预收款项列示金额为

82,799.34元；2020年1月1日的合并合同负债列示金额为7,854,389.86元，
增加其他流动负债-待转销项税额1,014,521.86元，合并预收款项列示金

额为0.00元； 

2020年度合并营业成本列式金额为1,515,138,295.15元，合并销售费用列
式金额为6,250,895.80元； 

2020年12月31日的母公司合同资产列式金额为5,067,696.18元，应收账款

列式金额为454,353,321.28元；2020年1月1日的母公司合同资产列式金额
为20,365,930.75元，应收账款列式金额为363,422,883.70元； 

2020年12月31日的母公司合同负债列示金额为58,243,274.37元，增加其

他流动负债-待转销项税额7,571,625.67元，母公司预收款项列示金额为

0.00元；2020年1月1日的母公司合同负债列示金额为7,770,935.35元，增
加其他流动负债-待转销项税额1,010,221.59元，母公司预收款项列示金

额为0.00元。 

2020年度母公司营业成本列式金额为1,464,954,551.04元，母公司销售费
用列式金额为6,090,602.6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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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期相比本期减少合并单位 7 家。 

肥城盛阳新能源有限公司：2019 年 12月 23日，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宁波

保税区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弘信”）与中核山东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核山东”）就肥城盛阳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肥城盛阳”）的股权转让事项签署了股

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转让肥城盛阳股权 80.00%股权，转让总价款为 3,560.00 万元。2020

年 1 月 10 日，宁波弘信完成肥城盛阳 80.00%股权的资产过户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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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公司将肥城盛阳的资产、档案、印章、证照等移交给中核山东。 

徐州丰晟新能源有限公司、丰县日昌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丰县耀辉新能源有限公司、

沛县伟科特太阳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2020 年 12 月 18 日，公司通过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决议，宁波弘信与中核山东就徐州丰晟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州丰晟”）、丰县

日昌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昌太阳能”）、丰县耀辉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丰县耀辉”）及沛县伟科特太阳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沛县伟科特”）股权转

让事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并确定股权转让价格为 16,100.00 万元。2020 年 12 月底，宁

波弘信完成徐州丰晟、日昌太阳能、丰县耀辉及沛县伟科特四家电站 100.00%股权的资产过

户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同时，公司将四家电站的资产、档案、印章、证照等移交给中

核山东。 

徐州顺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徐州宁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因无实质性业务，公司于 2020

年将其注销，注销后，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与上期相比本期增加合并单位 1 家。 

常州欣迪新材料有限公司：2020 年 4月，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全

资子公司常州安迪新材料有限公司向下新设常州欣迪新材料有限公司。常州欣迪新材料有限

公司 2020 年 4 月 21 日取得由常州市天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注册号为

91320402MA21AHR121 的营业执照。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金锡 

2021 年 4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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