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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24                           证券简称：和胜股份                           公告编号：2021-021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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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83,537,03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3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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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胜股份 股票代码 002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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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江 徐徐 

办公地址 中山市三乡镇前陇工业区美源路 5 号 中山市三乡镇前陇工业区美源路 5 号 

电话 0760-86283816 0760-86283816 

电子信箱 zqb@hoshion.com zqb@hoshio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聚焦核心主业，持续精耕细作，业绩稳健。 

1、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以专业的新型铝合金材料研发能力为基础，坚持以开发铝的应用，聚焦新兴用铝行业的使命，本

着“精益求精、配套名牌产品；追求完美，提高管理水平”的质量方针，应用熔铸、挤压、精密加工、连

接及表面处理等核心技术，为消费类电子行业和汽车行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板块）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公司的主要业务自设立以来未发生重大变化。 

（1）公司的主要产品工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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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的主要产品情况： 

 
 

2、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采取“以销定产、以产定购”的定制化经营模式，能根据客户需求委托开发、定点，下达订单，

按订单需要采购，定量生产，产品直接交付给客户。即公司产品分为铝型材及深加工材、铝型材加工装配

的零部件两大类，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自设立以来未发生重大变化。 

（1）采购模式 

公司采购部负责主要材料供应商的开发与管理，为保证采购物资品质及控制采购成本，充分应用信息

化手段，制定了完善的供应商管理体系，建立了公开透明、阳光规范的管理平台，对供应商选择、招标采

购流程等各方面做出严格规定，对于重要原材料，需要经过实地评估和样品评估程序，经评估合格后，方

可纳入合格供应商名录。 

公司建立了合格供应商名单，定期了解原材料供应商的财务状况和供货能力，与主要供应商建立了长

期友好合作关系。对大宗物资采购通过招投标方式进行，保证原材料供应的及时性和可靠性，建立稳定的

采购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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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发模式 

公司专注于工业铝挤压材研发与制造，多年以来始终坚持自主研发创新的路线，以技术创新作为核心

竞争力。董事长李建湘先生具有铝挤压加工生产和技术研发等丰富的经验，曾主导过多项省、部级科研项

目和企业新产品研制与技术开发项目，在他的带领下公司研发团队致力于产品的改进和创新。 

（3）生产模式 

公司主要采用订单生产的方式进行自主生产。 

公司每年与长期合作客户签订产品销售框架合同；根据实际销售订单上标明的交货期限及产品类型由

生产部门制定生产计划；生产管理部门根据原材料库存安排采购，然后将指令下达到对应的车间进行生产。 

特殊客户公司在接受订单以后，根据客户订单对产品规格、性能、质量等要求进行技术评审和交期评

审，确认接单后严格按照技术要求和交货期限合理安排生产。如客户对产品的材质和外观尺寸有特殊的要

求，公司将根据客户的实际需求安排生产，实现产品的定制化供应。生产过程中，严格按照产品工艺规程、

岗位标准操作规程和设备标准操作规程来实施质量控制，确保安全生产，保证产品品质，在各工序加工产

品过程中，公司品质人员对产品进行检验，产品检验合格后方予以出厂。 

公司按照订单的生产模式，一方面，避免产成品形成大量库存；另一方面，公司根据生产计划及时安

排原材料和各项能源采购，保障合理库存，避免原材料大量库存对流动资金的占用，保障了公司对流动资

产管理的高效率。 

（4）销售模式 

公司采取以销定产的销售模式，按客户订单要求组织生产，所以全部通过直销方式销售给客户，与客

户建立了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日常经营活动始终围绕客户需求展开，快速响应和满足客户持续增长的市

场需求、确保产品品质，同时持续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公司可持续竞争力，促进与客户的合作不断深化。 

3、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从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情况来看，公司的业绩驱动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新能源车普及推动轻量

化产品在汽车领域的应用；二是公司通过强化基础管理、夯实组织能力、优化研发设计平台等方式，提升

内部运营管理及产品设计研发能力，提升产品附加值，以实现更为贴近的客户服务，以持续深耕现有客户

新产品、新项目，挖掘开拓新客户，增强公司行业影响力，保证公司经营业绩持续稳健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的业绩驱动数据主要是电子消费品和汽车零部件产品销量的增长，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2019年 同比上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增长额 增幅 

主营业务收入 138,162.84 100.00% 121,358.47 100.00% 16,804.37 13.85% 

电子消费品 54,558.36 39.49% 50,275.50 41.43% 4,282.86 8.52% 

汽车零部件 49,391.01 35.75% 38,181.57 31.46% 11,209.44 29.36% 

耐用消费品 29,236.30 21.16% 26,824.52 22.10% 2,411.78 8.99% 

 

4、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 

公司主营业务属铝挤压型材加工行业。铝型材产品的特点为构造轻巧、抗腐蚀性强、热导性好、成形

容易、可机加工性优良，同时铝具有极高的回收性，这些特点是其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如耐用消费品、

电子消费品、汽车零部件及其他交通运输业、建筑装饰、航空航天、机电设备等领域，是发展国民经济与

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重要基础材料。近年来行业逐步呈现出市场化程度高、产品同质化竞争激烈、

产量供大于求的特点，标志着铝加工行业已由成长期进入成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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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高速发展，国家对新能源汽车及汽车轻量化的规划指导及大力扶持，使铝

合金代替钢材这一重要的减重节能方式得到大力推广，铝合金被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托架、底盘、

防撞梁等部件上，成为铝型材行业重要的增长点。2020年，国家正式发布了《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2021-2035年)》、《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2.0》及《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等多项规划政策，强

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动绿色发展的战

略举措，并预测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汽车总销量将由2020年占比约5.4%，发展到2025年约20%、2030年

约40%、2035年约50%。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的迅猛发展及汽车轻量化需求的增加，有望大幅带动汽车铝

型材需求的增长，为专业从事铝型材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的企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利契机。 

5、所处行业地位 

公司凭借着在铝合金新材料技术、产品研发和定制化综合能力，可实现全流程生产配套。公司主要聚

焦3C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两大产业领域，凭借先进的生产产线、规模化生产的批产能力及优良、稳定的品质

保障，成为行业领先企业，深受业内多家知名企业所信赖：荣获CATL2020年优秀供应商、富士康2020年

金牌供应商、广汽2020年优秀保供奖的荣誉称号，被中国有色金属加工行业协会评为“中国工业铝挤压材

十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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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4,493,575.73 1,333,115,571.26 11.36% 1,064,659,200.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5,439,431.51 10,393,241.14 625.85% 18,733,435.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8,645,652.13 6,587,540.13 942.05% 15,262,774.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325,841.93 41,565,511.04 -10.20% -37,793,205.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 0.06 583.33% 0.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1 0.06 583.33% 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16% 1.36% 7.80% 2.52%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537,045,436.42 1,429,370,546.38 7.53% 1,169,285,433.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68,565,479.80 778,433,402.42 11.58% 748,817,76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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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293,148.44 346,123,469.76 357,707,087.15 572,369,870.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27,017.23 12,031,054.01 18,032,164.57 47,703,230.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792,310.56 12,395,949.61 17,049,128.39 44,992,88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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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724,632.96 -7,657,752.79 -7,256,245.63 -22,484,79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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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23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8,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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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建湘 境内自然人 29.41% 53,974,624 41,290,968 
质押 0 

冻结 0 

霍润 境内自然人 9.88% 18,142,510 0 
质押 0 

冻结 0 

金炯 境内自然人 7.46% 13,686,128 13,563,973 
质押 0 

冻结 0 

黄嘉辉 境内自然人 5.19% 9,521,964 7,343,973 
质押 0 

冻结 0 

宾建存 境内自然人 4.20% 7,711,422 6,154,666 
质押 0 

冻结 0 

李江 境内自然人 4.08% 7,482,028 6,232,521 
质押 0 

冻结 0 

李清 境内自然人 3.09% 5,670,970 0 
质押 0 

冻结 0 

张良 境内自然人 0.91% 1,669,829 0 
质押 0 

冻结 0 

杨克琪 境内自然人 0.31% 570,000 0 
质押 0 

冻结 0 

罗啟仙 境内自然人 0.28% 521,500 0 
质押 0 

冻结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李建湘，股东李江为李建湘之胞弟，股东宾建存为李建湘之

姐夫，股东李清为李建湘之胞妹，股东张良为李建湘之表妹夫；股东霍润为股东黄嘉辉的母

亲，以上构成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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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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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消费品 545,583,631.30 106,824,867.45 19.58% 8.52% 14.38% 1.00% 

汽车部件 493,910,062.72 85,426,428.96 17.30% 29.36% 35.29% 0.76% 

耐用消费品 292,362,997.55 45,156,808.12 15.45% 8.99% 120.27% 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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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5,439,431.51元，同比增长625.85%，主要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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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紧抓经济复苏机遇，加大市场开拓力度，聚焦主业，在3C消费类电子及新能源汽车板块取

得较好的成绩，规模效应逐步显现，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实现增长； 

（2）公司在新能源汽车板块前期的产能布局在2020年逐步释放，随着设备稼动率的提高，员工熟练

度的提升，品质管控能力的进步，新能源汽车板块的成本得到较好的控制，且获得了行业内优质客户的高

度认可，对公司销售收入及净利润带来正向影响； 

（3）公司加强提升内部管理水平，持续加大研发和技改的投入、强化全员质量意识、推行精细化生

产管理，公司整体运营能力得到有效改善； 

（4）报告期内，公司全体员工上下同心，众志成城，深挖各项增效降本的措施，严格控制各项成本，

改善各项经营指标，克服外部环境的困难，公司的毛利率水平得到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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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

收入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本公司于2020年1月1日执行新收入

准则，对会计政策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详见附注三、23。 

新收入准则要求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即2020年1月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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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行新收入准则时，本公司仅对首次执行日尚

未完成的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进行调整。 

因执行新收入准则，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相应调整2020年1月1日合同负债3,977,443.01元、预收款项

-4,494,510.60元、其他流动负债517,067.59元、应交税费6,885,105.96元、存货-38,548,811.65元、应收账款

50,677,975.43元、递延所得税资产148,577.85元。相关调整对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的影响金额为5,392,619.54元，其中盈余公积为446,156.32元、未分配利润为4,946,463.22元；对少数股东权

益的影响金额为16.13元。本公司母公司财务报表相应调整2020年1月1日合同负债472,709.33元、预收款项

-534,161.54元、其他流动负债61,452.21元、应交税费6,633,588.22元、存货-37,588,857.66元、应收账款

48,535,431.23元。相关调整对本公司母公司财务报表中股东权益的影响金额为4,461,563.20元，其中盈余公

积为446,156.32元、未分配利润为4,015,406.88元。上述会计政策变更经本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召开的第三

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批准。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无重大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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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户、二级子公司0户，其中本年新增1家子公司，本年减少0

家，具体详见公司年度报告第十二节“八、合并范围的变更”、“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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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建湘 

                                                        

 

二零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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