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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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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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7元（含

税），本次不进行送红股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截至 2021年 4月 13日，公司总股本 233,017,400

股，以此计算预计共分配现金股利 163,112,180元（含税），该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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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甬金股份 603995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申素贞 程凯 

办公地址 浙江兰溪经济开发区创业大道99号 浙江兰溪经济开发区创业大道99号 

电话 0579-88988809 0579-88988809 

电子信箱 yongjinkeji@yjgf.com yongjinkeji@yjgf.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一）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业务为冷轧不锈钢板带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覆盖精密冷轧不锈钢板带和宽幅

冷轧不锈钢板带两大领域。公司于 2003 年 8 月成立，经过多年努力，已发展成年产量超过 160

万吨的专业不锈钢冷轧企业。2019年公司首次入围“中国制造业 500强企业”、“浙江省制造业百



强企业”。2020年首次入围“浙江省民营企业百强企业”。 

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国家火炬计划项目承担单位，自成立以来十分注重生产工艺的改

进和技术装备的研发，是国内少数几家能够自主设计研发不锈钢冷轧自动化生产线的企业之一，

自主设计研发的二十辊可逆式精密冷轧机组等全套不锈钢冷轧自动化生产线已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 

凭借雄厚的生产工艺积累和强大的技术装备研发实力，以子公司江苏甬金为牵头人的超薄精

密不锈钢带（钢管）项目联合体成功中标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2017年工业转型升级（中国制造

2025）——重点新材料产业链技术能力提升重点项目”。由浙江甬金、江苏甬金、福建甬金、广东

甬金与南京理工大学联合开发的“超宽极薄精密光亮不锈钢带关键技术及产业化”项目获得了

2020年江苏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二）主要产品 

公司主要产品分为两大类： 

1、精密冷轧不锈钢板带：指采用高品质热轧或冷轧不锈钢板带为原材料，在常温条件下经高

精度、可逆式多辊冷轧机组进行轧制，经光亮退火达到所需机械性能后再经多次轧制达到目标厚

度，最后经清洗、拉矫或平整处理后的具有特殊功能要求的不锈钢板带。2020 年，公司生产该类

产品的厚度主要为 0.08-1.5mm，宽度主要为 820mm以下。精密冷轧不锈钢板带具有更高性能、更

高尺寸精度、更优板形和更优质表面等特点，被广泛应用于家用电器、环保设备、电子信息、汽

车配件、厨电厨具、化工、电池等下游行业领域。 

2、宽幅冷轧不锈钢板带：指在常温条件下将热轧不锈钢原材料轧至目标厚度，经光亮退火或

者酸洗退火达到所需机械性能，并经平整处理且宽度在 1,000mm 以上的冷轧不锈钢板带。宽幅冷

轧不锈钢板带具有产品定位更加基础、市场流通量更大、下游加工流通环节更多、行业应用范围

更广等特点，被广泛应用于建筑装饰、日用品、家用电器、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环保设备、五

金、仪器仪表、电梯等下游行业领域。 

（三）经营模式 

相比上游不锈钢冶炼和热轧行业，冷轧不锈钢行业更接近下游的流通和应用领域，行业内冷

轧企业数量较多。在全国各地的不锈钢流通市场或交易集散地存在数量众多的小型不锈钢冷轧企

业。 

公司经营模式如下： 

1、采购模式 

公司一般采用向上游不锈钢热轧企业采购和向上游热轧企业代理商或热轧不锈钢贸易企业采

购相结合的模式，采购价格一般以上游不锈钢热轧企业市场化报价为基准，采购数量一般依据销

售订单、销售计划或生产计划等确定，采购付款一般为预付 10%-20%定金、款到发货的模式。 



2、生产模式 

在生产方面，公司一般采取以销定产的模式，即根据销售订单、销售计划或重大项目招投标

等下游需求情况，并结合自身产品生产周期等确定原材料采购数量，进而组织实施生产活动。 

3、销售模式 

公司下游客户分为不锈钢加工企业、不锈钢贸易企业和终端制造企业等类型。销售定价方面，

一般在产品成本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市场供需状况和价格行情、库存情况、市场销售策略等因素

来确定产品销售价格。销售结算方面，对不锈钢加工、贸易类客户大多采用预收 10%-20%定金、

款到发货的模式，对特定的大型终端制造客户一般会给予一定的信用账期。整体上，公司的销售

回款逾期风险较小。 

（四）行业情况说明 

公司主营业务为冷轧不锈钢板带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精密冷轧不锈钢板带和宽

幅冷轧不锈钢板带。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代码表》（GB/T4754-2011）的划分，公司属于“31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中的“3140 钢压延加工”。依据中国证监会公布的《上市公司行业

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的划分，公司属于“31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公司所处行业为钢压延加工行业中的不锈钢压延加工细分行业，公司主要定位于不锈钢板带

材冷轧领域。 

公司细分行业定位如下图所示： 

 

 

冷轧不锈钢行业的产业链从上游不锈钢的冶炼和热轧开始，再到公司所在的不锈钢板带材冷

轧环节，最后延伸到下游的不锈钢流通和应用环节。 

冷轧不锈钢行业上下游产业链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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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620,649.20 518,989.43 19.59 301,713.3 

营业收入 2,044,342.19 1,582,776.48 29.16 1,565,030.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1,444.11 33,281.77 24.52 33,121.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7,887.43 30,824.83 22.91 31,991.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14,679.64 289,747.70 8.60 144,065.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6,228.62 38,855.85 96.18 81,553.71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80 1.92 -6.25 1.9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78 1.92 -7.29 1.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3.78 21.22 减少7.44个百分点 25.63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万元币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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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746.32 474,834.21 569,376.43 682,385.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354.26 10,311.05 10,263.37 15,515.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4,398.58 9,698.41 9,294.83 14,495.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8,130.05 43,260.05 -24,600.76 65,69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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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7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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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 JI QUN 0 60,180,000 26.09 60,180,000 无   境外

自然

人 

曹佩凤 0 48,905,789 21.20 48,905,789 无   境内

自然

人 

深圳市国信弘盛股权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0 21,052,632 9.13 0 无   其他 

曹静芬 0 8,080,000 3.50 8,080,000 无   境内

自然

人 

万丰锦源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6,896,700 3,629,616 1.57 0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周德勇 0 2,700,000 1.17 2,700,000 无   境内

自然

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交银施罗德

瑞思三年封闭运作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468,635 1.07 0 无   其他 

董赵勇 0 2,200,000 0.95 2,200,000 无   境内

自然

人 

侯文波 0 2,105,263 0.91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中庚价值领航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43,106 0.89 0 无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股东 YUJIQUN（中文名：虞纪群）与股东曹佩凤

系夫妻关系，共同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东曹静

芬系曹佩凤姐姐，曹静芬与 YUJIQUN、曹佩凤为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上述前十名股东中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

系，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关联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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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和疫情等不利情况，公司通过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与灵活

的定价策略，提前锁定产品价格与原材料成本之间的价差，以规避价格波动风险。全年实现营业

收入 204.43 亿元，同比增长 29.16%，归母净利润 4.14 亿元，同比增长 24.52%；公司资产总额

62.06亿元，同比增长 19.59%；归母净资产 31.47亿元，同比增长 8.6%，保持了业绩的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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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7 月 5 日，财政部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根据《通知》要求，公司自 2020年 1月 1 日起执行修订后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会计准则”）。在新收入会计准则下，不再

区分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和建造合同等具体交易形式，按照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确认收入，并对

很多具体的交易和安排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指引。 

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首次执行本准则的企业，应当根据首次执行本准则的累积影响数，

调整首次执行本准则当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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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收入准则的实施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发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

本次变更对公司当期财务报告不产生其他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详见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之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中 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

计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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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将江苏甬金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福建甬金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新越资产管理（新加坡）

私人有限公司、江苏甬捷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甬金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甬金金属科技（越南）

有限公司、福建青拓上克不锈钢有限公司、江苏镨赛精工科技有限公司、甬金（上海）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等 9家子公司纳入报告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情况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六和七之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