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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879                           证券简称：大叶股份                           公告编号：2021-004 

宁波大叶园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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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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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6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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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叶股份 股票代码 300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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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军 刘水兰 

办公地址 浙江省余姚市锦凤路 58 号 浙江省余姚市锦凤路 58 号 

传真 0574-62569808 0574-62569808 

电话 0574-62569800 0574-62569800 

电子信箱 zjb01@dayepower.com zjb01@dayepower.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主要从事割草机、打草机/割灌机、其他动力机械及配件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和销售，是国内

园林机械行业领先企业、割草机龙头企业，自2009年起被评为高新技术企业。拥有“浙江省企业技术中心”、

“浙江省隐形冠军培育企业”、“省级工业设计中心”称号，拥有专利139项，其中发明专利69项，公司实验室

为德国TUV南德集团授权认可的目击电气测试实验室。公司的“自走式高效环保园林汽油割草机”和“低排放

低噪音轻型化二冲程汽油割灌机”被列入国家火炬计划产业化示范项目，割草机产品是中国林业机械协会

“向社会推荐产品”。以自主研发实力和产品质量为基础，公司还致力于推动行业规范健康发展，负责制定

或参加起草国家标准5项、行业标准10项和浙江团体标准1项，是中国林业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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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燃机行业排头兵企业。 

通过多年努力，公司已经成为国际园林机械行业中具有较高知名度的ODM生产商，在生产技术、产

品品质、制造规模等方面具有较高的市场地位，产品销往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积累了一批优质客户资

源，主要客户包括富世华集团、沃尔玛、翠丰集团、牧田、安达屋集团、HECHT、百力通等。 

（二）主要产品情况 

1、公司主要产品及用途概览 

主要产品 汽油动力类 交流电动力类 锂电动力类 产品解释用途 

一、割草机    

主要应用于私人花

园、公共绿地和专业

草坪的草皮修剪 

 

二、打

草机/

割灌机 

打草机 

- 

  

主要应用于草坪、花

园、牧场等地方的边

角杂草的切割和修

剪 

割灌机 

 

- 

 

主要应用于修剪枯

草灌木 

三、其

他动力

机械 

扫雪机 

 

  
 

 

主要应用于去除道

路上的积雪 

梳草机 

 
 

 

主要应用于切除多

余的草根，帮助草坪

正常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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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吸叶

机 

- 

  

主要应用于对杂草、

树叶和其他杂物等

进行吹、吸以及粉碎

工作 

微耕机 

 

- - 主要应用于花园、田

地和果园等的旋耕、

犁耕、播种等 

2、公司主要产品详细介绍 

（1）割草机 

割草机又称除草机、剪草机、草坪修剪机等，是一种用于修剪草坪、植被等的机器。割草机一般由四

冲汽油发动机（或电机）、底盘、割草刀片、调高系统、行走轮、行走机构、扶手、控制部分等组成，其

工作原理是由汽油发动机（或交直流电动机）通过传动机构驱动高度可调节的底盘中的一个或多个与地面

平行的割草刀片旋转割草，再由刀片翼面或风叶产生的风力将切割的碎草送入集草袋或者从底盘出草口排

出。 

割草机按工作方式可分为步进式、骑乘式和智能式，按动力源可分为汽油动力类、交流电动力类、直

流电动力类等。 

汽油割草机的国内外主要生产厂商包括富世华集团、MTD、TORO、本田、GGP、大叶股份、苏美达

等；交流电和直流电动割草机的国内外主要生产厂商包括博世、BLACK&DECKER、TTI、大叶股份、格

力博、泉峰、宝时得、亚特、苏美达等。 

（2）打草机/割灌机 

1）打草机 

打草机是一种用于切割草坪、花园、牧场等地方的边角杂草的手持式工具。打草机一般由电机、尼龙

绳或塑料刀片、连接杆、主把手及辅助把手等部分组成。其工作原理是由交直流电动机驱动尼龙绳或塑料

刀片高速旋转进行切割作业。 

打草机按照电机的位置及结构方式可以分为前置动力和后置动力式，按动力源主要分为交流电打草机

和直流电动打草机，其中锂电直流打草机以锂电池为动力源，正在向大功率、大切割尺寸、长续航时间等

方向发展。 

目前，打草机生产厂商主要为宝时得、泉峰、大叶股份、苏美达、亚特、贝士达等。 

2）割灌机 

割灌机是一种用于割除灌木杂草、修剪草坪植被及收割农作物的手持式工具。割灌机一般由两冲汽油

发动机（或电机）、离合器、传动轴组合件、金属刀片（或尼龙绳）、把手及背部挂件等部分组成。其工

作原理是由汽油发动机（或交直流电动机）通过传动轴组合件驱动金属刀片或尼龙绳高速旋转进行切割作

业。割灌机按传动方式可分为软轴传动式和硬轴（直杆）传动式。 

割灌机按动力源可分为汽油动力类、交流电动力类和直流电动力类等。 

割灌机的国内外主要生产厂商包括STIHL、富世华、TTI、中坚科技、大叶股份等。 

http://baike.baidu.com/view/58498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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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动力机械 

其他动力机械包括吹吸叶机、扫雪机、微耕机和绿篱机等。其中，吹吸叶机是一种用于清理花园、草

坪及道路上的落叶等的手持式工具。吹吸叶机一般由电机（或汽油发动机）、风叶、机壳（蜗壳）、风管、

主把手及辅助把手等部分组成。其工作原理是通过交直流电动机（或汽油发动机）驱动风叶在蜗壳中高速

旋转，产生正压或者负压，进行吹叶或吸叶作业。在吹叶状态，空气经风叶在蜗壳中产生一定的正压力后，

从吹风管吹出；在吸叶状态，风叶在蜗壳中的旋转使吸风管中产生一定的负压，将空气连同树叶吸入风管，

经风叶粉碎后送入积尘袋。 

吹吸叶机按风管的结构可分为双筒一体式和吹吸管分离式；按照工作方式可分为吹吸两用式和单吹式；

按动力源可分为汽油动力类、交流电动力类和直流电动力类。其中锂电直流吹吸两用式或单吹式以锂电池

为动力源，多采用直流无刷电机。 

吹吸叶机国内外主要生产厂商包括STIHL、富世华、博世、TTI、宝时得、泉峰、格力博、大叶股份、

苏美达、亚特、贝士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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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115,503.78 987,687,714.01 1.36% 782,908,920.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6,701,625.69 81,482,450.29 -5.87% 62,516,641.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0,572,093.02 75,231,308.66 -32.78% 51,867,276.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3,503,434.23 -43,434,828.67 407.36% -39,851,920.6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9 0.68 -13.24% 0.5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9 0.68 -13.24% 0.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62% 18.61% -5.99% 17.10%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829,052,817.76 1,525,849,557.72 19.87% 987,644,608.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19,262,808.91 478,480,264.15 92.12% 397,026,06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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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5,339,620.25 195,661,687.04 97,837,125.02 222,277,071.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650,648.59 16,173,991.56 3,699,209.10 14,177,776.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7,921,458.17 12,315,971.98 -2,831,520.26 -6,833,816.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6,493,879.07 222,533,755.14 13,476,785.06 -209,000,98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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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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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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39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21,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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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金大叶

控股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3.00% 52,800,000 52,800,000   

香港谷泰國

際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8.00% 28,800,000 28,800,000   

香港金德國

際控股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9.00% 14,400,000 14,400,000   

余姚德创骏

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63% 9,000,000 9,000,000   

杭州远宁荟

鑫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98% 6,360,000 6,360,000   

宁波梅山保

税港区恒丰

众创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63% 4,200,000 4,200,000   

杭州德彼金

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03% 3,240,000 3,240,000   

杭州科叶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75% 1,200,000 1,200,000   

宋清 
境内自然

人 
0.29% 461,900    

黄江华 
境内自然

人 
0.16% 258,88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股东浙江金大叶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谷泰国际有限公司、香港金德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余

姚德创骏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受同一实际控制人叶晓波控制，为一致行动人关系。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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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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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及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公司管理层紧紧围绕战略目标与年度经营计划，

适时调整策略，积极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在做好防控疫情的同时，科学组织复工复产，最大限度减少疫情

对公司经营及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并积极把握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机会。将公司经营目标层层分解、逐

级落实，通过公司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奋斗，保持了公司效益的稳定。2020年9月1日，公司完成首次公开

发行，成功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挂牌上市，公司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0,111.5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670.16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5.8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91,926.2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92.12%。 

2020年公司主要经营情况描述如下：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公司于2020年9月1日在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获准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4,000万

股，每股发行价人民币10.58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65,261,792.47元。募集资金用于公司“新增90万

台园林机械产品生产项目”募投项目建设，紧紧围绕公司的主营业务展开，将促进公司业绩的提升，扩大

公司的市场规模，使公司的生产、研发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 

（2）海外市场稳扎稳打，加速国际化进程 

    2020年，公司克服全球疫情形势严峻的不利因素，持续完善公司国际化的区域性市场网络，加快国际

化发展进程。利用日趋完善的海外销售网络及服务体系，公司在海外市场稳扎稳打。 

为扩大全球业务的发展，提高运营效率，增强竞争优势，公司于2020年9月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新加坡设立全资子公司和孙公司暨在泰国建立海外制造基地的议案》，拟以自

有资金在新加坡设立一家全资子公司及两家全资孙公司，总投资为1000万美元，并由此三家公司在泰国建

立海外制造基地。新设海外生产基地可以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整体竞争力，将有助于提高公司在行业中的规

模和地位，为公司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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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又审议通过了《关于对美国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增资总额为700

万美元,用于建设海外仓，组建自主物流仓储体系。通过本次增加对大叶北美的投资，有利于进一步拓展国

际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并有效利用当地资源，缩短供货周期，更好地贴近市场、服务客户。 

未来，公司将坚定不移地践行国际化战略，做大做强海外市场，寻找新的增长空间，提升整体规模效

应和市场占有率，力争成为园林机械行业的领跑者。 

    （3）统筹管理，资源整合 

公司于2020年10月1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宁波鸿越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100%股权的议案》。公司拟以自有资金4,876万元收购鸿越智能100%股权，本次收购旨在进行资源整合，

加快实现公司发展战略目标，提升园林机械主营业务的竞争实力，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及全体股东利益。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动各收购标的企业之间的资源整合，加强各子公司之间在技术研发、市场营销、

人才交流、客户资源等各方面的资源共享，充分发挥优势互补的协同效应。 

截至本报告期末，各子公司整体发展趋势良好，为公司整体发展群策群力，共同推动了公司整体的深

度融合和良性发展。从战略层面优化配置各方资源，调动各方积极性，实现1+1>2的并购效益。 

（4）产品创新，科研成果突出 

创新是企业生存、发展、壮大的内生动力。公司始终十分重视，致力于依靠自主创新实现企业可持续

发展。 

2020年，推出了带超声波测距功能的割草机器人。这种割草机器人在保留基本的碰撞和提升接触式传

感器的基础上加装了超声波传感器，可以提前了解前方的障碍物情况，从而在不同的距离上实施减速、停

车、后退、转向等各种动作，实现非接触式避障。这相当于给割草机器人装上了一双 “眼睛”，实现了机器

的主动避障功能，使得机器更加的安全和更加的智能化。 

目前正在研发采用顶置充电的自动工作系统，包括割草机器人、供所述割草机器人停靠和补充电能的

充电站。公司不断沉淀和丰富关键技术和应用场景，持续推进产品创新优化，以更好的满足市场和客户的

需求，提供相关的产品和技术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2020年度研发费用达到4,732.92万元，较2019年增长9.52%。在

研发成果方面，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已获专利授权共139项，其中发明专利69项，共制订、参与各

项标准16项，其中国家标准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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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割草机 808,126,398.02 143,657,177.96 17.78% 4.11% -12.02% -3.26% 

其他动力机械 79,616,023.63 14,735,512.91 18.51% -10.49% -4.57% 1.15% 

配件 85,650,416.69 26,636,656.99 31.10% -9.24% -21.95%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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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业务年度口径汇总的主营业务数据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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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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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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1)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

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追溯

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①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2020年1月1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资产负债表 

2019年12月31日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响 2020年1月1日 

预收款项 1,133,158.04 -1,133,158.04  

合同负债  1,133,158.04 1,133,158.04 

② 对2020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合同变更，公司采用简化处理方法，对所有合同根据合同变更的最终

安排，识别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确定交易价格以及在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之间分

摊交易价格。采用该简化方法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2)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9年度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该项会计政

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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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新设子公司HONBO INT PET.LTD、RUNBO INT PET.LTD、GOODTEX SINGAPORE PTE.LTD、LINGYE 

INTELLIGENT (THAILAND) CO.,LTD.，报告期内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2020年10月17日，公司与陈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陈伟将其持有的宁波鸿越智能科技有限公司100%

股权转让给公司，报告期内宁波鸿越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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