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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25                           证券简称：跃岭股份                           公告编号：2021-013 

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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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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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跃岭股份 股票代码 002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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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圳均 伍海红 

办公地址 浙江省温岭市泽国镇飞跃路 1 号 浙江省温岭市泽国镇飞跃路 1 号 

电话 0576-86402693 0576-86402693 

电子信箱 yl@yueling.com.cn yl@yueling.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从事于铝合金车轮的研发、设计、制造与销售，其生产的铝合金车轮能完全满足各类车型的需要，

先后被评为“浙江名牌产品”、“浙江出口名牌”。公司产品的销售以国际售后改装市场（AM市场）为核心，产品销往包括美、

日、欧在内的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产品的差异化、个性化、时尚化等特点在国际汽车铝车轮售后维修改装市场上形成

了自身的竞争优势，公司已成为国内汽车铝合金车轮重点出口企业之一。公司在巩固发展国际售后改装市场的同时加大国内

外整车配套市场（OEM市场）的开拓力度，已与数家主机厂建立合作关系，部分企业开始供货。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

务及经营模式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铝合金车轮行业作为汽车零部件行业的一个分支，其周期性基本与汽车行业周期性同步，但因与汽车保有量有关的汽车

改装与维修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汽车行业波动对本行业造成的影响，其波动幅度要小于汽车行业。汽车及零部件行业的

消费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受人均收入水平及宏观经济周期变动的影响较大。在车轮行业AM市场方面，汽车保有量是影响AM

市场需求的最主要因素，同时还受消费者对汽车产品的安全性、美观性和个性化需求的影响。 

公司产品分为自主设计产品和客户定制产品，生产模式基本为“以销定产”方式，即由客户提出产品规格样式和数量要求，

公司相关单元根据客户订单设计图纸、组织生产、检验并交货。公司所需原材料主要为铝合金。铝合金采购主要根据生产合

同要求，选择能够满足要求的国内优秀的生产厂家。在销售模式上，公司主要采取经销商方式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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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汽车节能降耗要求的不断高涨，安全和环保法规日趋严格，汽车轻量化的要求更为迫切。轻量化是汽车向“节

能、减排”方向发展的需要，减轻车轮的质量是实现汽车轻量化的重要措施之一。铝合金质量轻、强度高、成形性好、回收

率高，对降低汽车自重、节省轮胎、减少油耗、减轻环境污染与改善操作性能等有重大意义，已成为汽车工业的优选材料。

根据国内汽车工业的发展状况及国外汽车制造商在国内的投资意向，我国铝车轮市场前景仍然看好，还有很大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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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218,589.00 714,905,483.22 1.02% 967,304,584.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438,201.03 33,253,956.88 -119.36% 46,694,510.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954,915.62 30,532,015.12 -162.08% 59,565,864.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1,215,602.15 73,866,204.75 131.79% 68,946,551.8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13 -123.08% 0.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13 -123.08% 0.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8% 3.47% -4.15% 5.01%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349,442,635.09 1,136,494,250.41 18.74% 1,202,065,873.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15,601,618.82 963,276,515.22 5.43% 955,510,83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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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473,890.28 152,562,380.17 193,462,548.73 247,719,769.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11,486.47 4,481,649.01 3,114,041.25 -16,145,377.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38,262.15 2,758,299.20 588,354.13 -24,139,831.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528,343.52 30,277,542.71 64,412,270.00 114,054,13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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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4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0,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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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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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状态 数量 

林仙明 境内自然人 12.31% 31,518,800 23,639,100 质押 5,400,000 

林信福 境内自然人 9.50% 24,320,000 18,240,000   

林万青 境内自然人 8.52% 21,820,000 0   

林申茂 境内自然人 7.55% 19,320,320 0   

钟小头 境内自然人 7.55% 19,320,080 0   

林斌 境内自然人 4.75% 12,160,000 9,120,000   

林平 境内自然人 4.75% 12,160,000 9,120,000   

芜湖长元股权

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4% 3,950,864 0   

易方达基金－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易方达

基金－汇金资

管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1.48% 3,791,040 0   

谢声通 境内自然人 0.60% 1,545,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林仙明、林万青、林信福、林申茂、林平、林斌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中林仙明、

林平、林斌系父子关系，林仙明、林万青、林信福、林申茂系兄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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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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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一、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受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及复杂严峻的国内外政治环境导致的全球经济下滑影响，2020年公司发展困难叠加。汇率变动和

原材料价格上涨、运输成本大幅增加，更是给公司经营雪上加霜。报告期内公司按照既定战略规划，攻坚克难，负重而行，

尤其是下半年以来，为提高效率，危中寻机，公司多策并举，举全员之力开展产能、效率、品质三大战役，确保公司经营发

展的平稳运行。2020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2,221.86万元，同比增长1.0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43.82万元，

同比减少119.36%。 

2020年所做的工作如下：  

1、巩固国际市场，大力开拓国内市场。中美贸易摩擦及欧亚经济联盟反倾销的影响尚未消除，外加新冠疫情的不断蔓

延，公司外销业务持续重创，公司加强与客户之间的联系，及时掌握各国动态，寻求最佳合作方式；完成“年产60万件卡巴

轮铝车轮技改项目”建设，加大卡巴轮销售，加快OEM市场各供应商体系审查进度，国内市场份额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2、立足自主创新、加大核心技术突破和攻关力度，持续提升整体科研实力。2020年公司相继批准并组织开展了“超大尺

寸滚旋铝合金卡巴轮毂开发”、“精铣套色符合高端铝合金轮毂开发”等11个工艺技术项目的攻关工作，公司科技创新能力继

续得到提高。 

3、在巩固完善原有主业的基础上，通过子公司昌益投资积极寻找考察优质项目，适当参与项目投资，推动公司升级，

保证公司长期稳定的发展需求。 

二、报告期收入、营业成本、产销量情况 

（1）2020年度营业收入情况 

单位：元 

 2020年 2019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营业收入合计 722,218,589.00 100% 714,905,483.22 100% 1.02% 

分行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业 

719,358,904.69 99.60% 711,618,408.16 99.54% 0.06% 

其他 2,859,684.31 0.40% 3,287,075.06 0.46% -0.06% 

分产品 

汽轮涂装轮 445,406,537.19 61.67% 471,117,605.94 65.90% -4.23% 

低压轮 185,353,630.02 25.66% 158,965,030.42 22.24% 3.42% 

旋压轮 81,011,500.75 11.22% 70,740,523.95 9.90% 1.32% 

摩轮涂装轮 2,251,762.18 0.31% 2,688,745.66 0.37% -0.06% 

真空电镀轮 2,016,437.00 0.28% 2,817,465.94 0.39% -0.11% 

电镀轮 388,124.26 0.05% 2,075,708.43 0.29% -0.24% 

抛光轮 134,458.55 0.02% 722,328.66 0.10% -0.08% 

配件 2,796,454.74 0.39% 2,490,999.16 0.35% 0.04% 

其他 2,859,684.31 0.40% 3,287,075.06 0.46% -0.06% 

分地区 

外销 548,497,684.18 75.95% 600,029,239.28 83.93% -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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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销 173,720,904.82 24.05% 114,876,243.94 16.07% 7.98% 

（2）2020年度营业成本情况 

单位：元 

行业分类 项目 2020年 2019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重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重 

交通运输设备制

造业 

直接材料成本 414,403,711.49 65.04% 348,432,743.73 61.06% 3.98% 

人工成本 96,607,734.45 15.16% 96,096,490.77 16.84% -1.68% 

折旧及易耗品 77,320,044.37 12.13% 72,120,638.24 12.64% -0.50% 

燃料动力成本 47,146,409.77 7.40% 51,219,786.99 8.98% -1.58% 

外协成本 1,712,996.67 0.27% 2,798,664.62 0.49% -0.22% 

合计 637,190,896.75 100.00% 570,668,324.35 100.00%  

（3）2020年度产销量情况 

行业分类 项目 单位 2020年 2019年 同比增减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业 

销售量 只 2,626,494 2,771,946 -5.25% 

生产量 只 2,504,447 2,857,880 -12.37% 

库存量 只 464,653 586,700 -2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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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轮涂装轮 445,406,537.19 378,049,180.50 15.12% -5.46% 3.83% -7.60% 

低压轮 185,353,630.02 193,006,067.15 -4.13% 16.60% 24.32% -6.47% 

旋压轮 81,011,500.75 61,392,792.13 24.22% 14.52% 37.53% -1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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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2,221.86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643.82万元，同比下降119.36%。业绩下

降的主要原因如下： 

1、外销方面，2020年实现销售5.48亿元，较上年下降8.6%,受新冠疫情、欧亚经济联盟反倾销及2020年下半年人民币大

幅升值影响，外销销量及销售价格较上年同比下降，同时受整体产量下滑及原材料价格上升影响，成本有所上升，造成外销

毛利较上年减少4,330万元；扣除因2020年执行新收入准则，销售费用-运杂费转入主营业务成本核算1,105万，外销毛利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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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年减少3,225万元。 

2、内销方面，2020年实现销售1.71亿，较上年增长53%，但由于国内市场竞争激烈，部分产品价格较去年同比下降较

大，同时受整体产量下滑及原材料价格上升影响，成本有所上升，造成内销毛利较上年减少1,549万元，扣除因2020年执行

新收入准则，销售费用-运杂费转入主营业务成本核算98万，外销毛利实际比上年减少1,451万元。 

3、受2020年下半年人民币大幅升值影响，财务费用-外币汇兑损失较上年上升1,46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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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备注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2017年修订)》(财会[2017]22号)，本公司自2020

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原收入准则下，公司以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商品销售收入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予以确认：(1)

公司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买方；(2)公司既没有保留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

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3)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4)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5)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

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 

新收入准则下，公司以控制权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公司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

商品控制权时确认收入。在满足一定条件时，公司属于在某一段时间内履行履约义务，否则，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务。

合同中包含两项或多项履约义务的，公司在合同开始日，按照各单项履约义务所承诺商品的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将交易价

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按照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计量收入。 

新收入准则的实施未引起本公司收入确认具体原则的实质性变化，仅根据新收入准则规定中履行履约义务与客户付款之

间的关系在资产负债表中增加列示合同资产或合同负债。 

2. 会计估计变更说明 

本期公司无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3. 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1）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月1日 调整数 

流动负债：    

预收款项 15,974,298.41 - -15,974,298.41 

合同负债 不适用 15,850,083.32 15,850,083.32 

其他流动负债 不适用 124,215.09 124,215.09 

（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月1日 调整数 

流动负债：    

预收款项 16,717,206.30 - -16,717,206.30 

    合同负债 不适用 16,592,991.21 16,592,99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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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流动负债 不适用 124,215.09 124,2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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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2020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6家，详见附注“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与上年度相比，本公司本年度合并范

围增加1家，出售1家，详见附注“合并范围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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