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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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李升高 工作原因 黄文军 

 

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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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本公司实现净利润 7,722,787.28 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 1,559,823.61 元，提

取 10%法定盈余公积金 155,982.36 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31,225,616.41 元，减去分配的 2019

年度红利 8,756,234.43元，2020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30,036,186.90元。 

由于本公司所处的行业竞争激烈，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盈利水平有赖于不断对生产工艺线

的改造、升级以及不断加大对新产品、新工艺的研发，对于资金的需求量较大。因此公司拟定：

2020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未分配的利润主要用于新品开发及

市场开拓，保障公司持续的竞争力及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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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海股份 600099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鹏鹏 王婷 

办公地址 江苏省泰州市迎春西路199号 江苏省泰州市迎春西路199号 

电话 0523-86992226 0523-86568091 

电子信箱 417436248@qq.com LH.TZ@PUBLIC.TZ.JS.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1  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特种车辆（全地形车）、摩托车、农业机械、消防机械等及以上产品配件的

制造和销售。 

2.2  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经营模式，由销售部门根据销售计划或客户订单将生产计划下

达至生产部门，实行按单生产，同时根据市场需求适度备货，以便有效利用产能，保证销售旺季

订单的按时完成，公司产品销售以经销模式为主。            

2.3  公司行业情况说明 

公司行业主要集中在：特种车辆（全地形车）行业、摩托车行业、农业机械行业及消防机械

行业。 

特种车辆（全地形车）行业：全地形车是一种介于摩托车和汽车之间的产品，车辆简单实用，

越野性能好。公司主要产品有150-1100CC系列化的全地形车。我国全地形车生产厂商主要集中在

浙江、江苏和重庆地区，产品具有多品种、小批量的特征，我国全地形车行业90%以上产品供出口，

美国、欧盟是全球两大全地形车市场，其中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全地形车市场。我国现已成为世界

全地形车生产大国，产量约占世界特种车辆总量的40%左右，目前全球全地形车市场规模约在

150—160万辆之间。近年来，我国全地形车行业出口呈现出平稳的态势，2020年行业出口金额约

4.6亿美元（中国摩托车商会数据）。 



摩托车行业：我国是全球摩托车产销大国，摩托车保有量、产销量均居世界前列。上世纪80

年代末90年代初期，全球摩托车产业进行了一次大的转移，由日本向中国转移，带来了中国摩托

车产业的高速发展。公司产品以中等排量的踏板摩托车为主，主要作为交通运输、休闲娱乐工具。

2001-2011年我国摩托车行业发展迅速，从2001年销售1213万辆，发展到2008年历史最高年销售

2750万辆。2012年开始，我国摩托车产销量呈现不断下滑趋势。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行业

产销摩托车1702.35万辆和1706.67万辆，同比下降1.98%和0.38%。 

农业机械行业：农业机械是指在农作物种植业和畜牧业生产过程中，以及农、畜产品初加工

和处理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机械，公司产品所属行业为农业机械中的插秧机行业,产品主要有手扶

式插秧机、高速插秧机。我国作为全球最主要水稻种植基地，拥有水稻种植面积4.5亿亩。近年来

随着农村劳动力人口老龄化以及用工成本的攀升，水稻种植机械化已成为大势所趋。2010-2018

年我国插秧机行业发展有明显起伏，2010-2013年水稻插秧机市场快速增长，销量由2010年的5万

多台增加至2013年8万多台，2014年水稻插秧机市场销量大幅下滑，2015-2017年市场逐渐回暖，

2018-2019年销量又再次出现下滑。2020年行业销量出现回升，全年实现销售约7.3万台。 

消防机械行业：公司主要专注于消防机械中的森林消防机械细分行业,公司主要产品有森林

消防泵系列、全地形消防车系列、风力灭火机、油锯、割灌机、高压细水雾灭火机等。2002年起

国家对森林管理实行封山育林，鼓励植树造林，扩大森林覆盖面积，加大森林火灾预防，国家财

政逐年加大投入，森防产品进入高速发展时期。根据国家规划要求，在 2025年之前，在风力灭火

队伍建设方面要求“装备 3034支风力灭火机械化森林消防专业队伍，重点加强灭火机具、防火车

辆等机械化装备建设，提升专业队伍快速扑救火灾的战斗力，共需配备灭火机具 6.5 万台（套、

个）”；在以水灭火队伍建设方面要求“装备 1090支以水灭火机械化森林消防专业队伍，配备专

业以水灭火装备，提升专业队伍以水灭火能力，规划期共配备以水灭火装备 25.1万台（套、个、

组）”，为行业今后发展提供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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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585,801,963.75 614,631,408.67 614,631,408.67 -4.69 590,888,000.03 

营业收入 599,596,430.72 578,073,230.43 578,073,230.43 3.72 526,091,429.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722,787.28 5,799,058.04 5,799,058.04 33.17 2,647,795.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120,252.55 4,127,503.09 4,127,503.09 48.28 1,795,010.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83,405,355.83 484,367,853.26 484,367,853.26 -0.20 473,246,942.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3,787,782.61 -4,531,282.77 -4,531,282.77   -19,680.26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352 0.0265 0.0265 32.83 0.012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352 0.0265 0.0265 32.83 0.01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58 1.2045 1.2045 

增加0.3755

个百分点 
0.5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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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329,767.91 160,490,488.07 154,379,626.36 165,396,548.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97,687.09 662,645.60 2,309,695.39 6,248,133.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662,710.08 381,048.53 2,076,593.69 5,325,320.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184,776.72 36,340,784.43 -27,320,268.13 50,952,04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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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3,71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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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福马机械集团有

限公司 
0 92,256,920 42.10 0 质押 20,000,000    国家 

周宇光 未知 9,921,800 4.5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许福林 未知 2,200,000 1.0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小娟 未知 2,176,569 0.9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宁兰英 未知 1,948,740 0.8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章安 未知 1,551,500 0.7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诸金富 未知 1,499,901 0.6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鲍瑞 未知 1,392,800 0.6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董巍 未知 1,059,000 0.4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发中证全

指汽车指数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051,401 0.48 0 无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 10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中国福马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

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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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9,959.64万元，同比增长 3.72%；实现利润总额 867.74万元，

同比增长 31.70%；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72.28 万元，同比增长 33.17%；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78.78万元。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 58,580.20万元，比上年末下降 4.69 %；负债总额 10,239.66万元，

比上年末下降 21.39%；资产负债率为 17.48%，比上年末下降 3.71 个百分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股东权益总额为 48,340.54万元，比上年末下降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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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本公司自 2021年 1 月 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

则第 21 号—租赁》。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构成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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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 1户，具体包括：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江苏福马高新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 100 100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与上期相比未发生变化。 

 

 

 

 

                                                 林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孙峰 

日期：2021 年 4月 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