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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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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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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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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76,762,528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

（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宏达高科 股票代码 00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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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强强 马强强 

办公地址 浙江省海宁市许村镇建设路 118 号 浙江省海宁市许村镇建设路 118 号 

电话 0573-87550882 0573-87550882 

电子信箱 mqq@zjhongda.com.cn mqq@zjhongda.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营业务情况：2020年，公司主要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仍集中于面料织造和医疗器械两大领域。 

面料织造方面：主要从事用于汽车等交通工具类面料及其他功能性面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该业务采用“以销定产”

的生产模式，主要为汽车整车生产企业进行二级配套。客户通过产品鉴定、生产厂家现场质量体系考查、商务洽谈等工作环

节，确定公司为供应商，再以订单形式向公司提出供货需求。公司目前为宝马、奔驰、大众、通用、长城、吉利等中高端品

牌配套的车用内饰面料进行批量化生产。公司同时生产各类可用用于运动功能、旅游休闲、内衣泳衣等不同服装的高附加值

面料。 

医疗器械方面：公司全资子公司威尔德主要从事超声诊断、治疗设备、体外诊断试剂等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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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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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461,677,366.93 543,319,831.34 -15.03% 638,464,743.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3,951,711.86 82,527,814.26 -22.51% 90,848,428.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89,119.82 67,070,658.16 -96.44% 82,526,459.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8,291,794.36 124,780,703.69 -29.24% 36,273,065.2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 0.47 -23.40% 0.5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 0.47 -23.40% 0.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7% 4.87% -1.20% 5.41% 

项目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947,784,415.31 1,943,166,707.09 0.24% 1,943,390,589.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64,321,090.21 1,724,999,481.15 2.28% 1,665,041,369.6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07,664,130.42 82,057,165.00 131,572,197.83 140,383,873.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353,569.18 17,879,736.63 23,192,011.81 6,526,394.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254,669.78 11,005,865.50 18,897,567.78 -41,768,983.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19,683.37 13,745,595.88 13,354,614.39 58,271,9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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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75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6,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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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国甫 境内自然人 22.00% 38,888,836 29,166,627   

毛志林 境内自然人 4.83% 8,529,001 6,396,751   

李宏 境内自然人 2.52% 4,450,000 0   

白宁 境内自然人 2.46% 4,350,911 0   

姜龙银 境内自然人 1.33% 2,350,000 0   

冯爱萍 境内自然人 1.08% 1,910,500 0   

冯娟芬 境内自然人 1.04% 1,846,701 0   

马月娟 境内自然人 1.03% 1,826,911 0   

殷定锋 境内自然人 0.58% 1,020,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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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高艳 境内自然人 0.55% 973,6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有关联关系或是一致行动人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姜龙银在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30,000 股；冯爱萍

在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10,700 股；冯娟芬在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

股票 1,846,701 股；李高艳在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42,5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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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带来严重冲击，全球经济、贸易和投资等遭遇重挫，全球经济增速大幅下滑，

全球地缘政治局势进一步紧张，各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措施又加剧了金融风险，全球经济困难重重。面对严峻的市场环境，全

体宏达同仁在董事会的领导下，迅速行动起来，开源节流并举、提质增效兼顾，外部市场拓展、内部效能提升。公司全年经

营状况总体平稳，实现了经营盈利。报告期内共实现营业收入46,167.74万元，较上年下降15.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6,395.17万元，较上年下降22.51%。报告期末，公司对全资收购威尔德产生的商誉计提资产减值准备3,463.45万元，

同时对海宁宏达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计提资产减值准备2,155.72万元。受此影响，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238.91万元。此外，因公司持有的海宁皮城股票的股价在报告期内下降，使期末计入所有者权

益的其他综合收益减少了695.38万元。公司财务状况良好，资产负债率较低。报告期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增加

了2.28%。 

公司在报告期内主要做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面料织造产业： 

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国内乘用车市场在2020年上半年明显遇冷，销售压力不断向供应链下游转移，对公司的汽车内饰

面料业务从销售量和利润率的保持都产生了很大压力。随着下半年疫情的缓解，国内乘用车市场出现了显著反弹，公司取得

的订单也相应增长，报告期内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4,069.6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8.15%。母公司净利润8,567.63万元，较

上年同期下降12.91%。在保持在国内自主和合资汽车品牌的份额，大力拓展中高端汽车内饰面料进口替代市场的同时，公

司管理层采取“精准营销”的策略，大力开拓高附加值的功能型服装面料市场，努力取得新的业绩增长点。 

（二）医疗器械产业： 

医疗器械产业方面，威尔德积极开展新产品研发和市场推广工作，在专科领域临床超声进行差异化竞争，努力开拓兽用

超声细分市场，并逐步加宽加深超声诊断设备产品线。同时受其医疗器械销售子公司在报告期内确认单笔大额销售收入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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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报告期内威尔德合并口径实现营业收入12,505.50万元，同比上升31.66%，归属于威尔德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837.3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6.15%。 

（三）财务性投资： 

2020年度，公司在主业持续盈利的同时，通过之前进行的对外股权投资，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报告期内，通过对海

宁宏达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取得投资收益2,312.43万元。此外，公司在2020年度使用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共获

取投资收益914.91万元。2020年10月，公司投资4,000万元对杭州富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参股，并于当年11月完成了此次

交易，公司最终持有富特科技4%的股权。 

（四）其他重要的非经常性损益 

2020年12月2日，公司收到了通过海宁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金向阳股权转让一案的被告的部分财产得到的786.96万元股

权转让款。因之前公司已对应收金向阳剩余股权转让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据此公司转回相应数额的单项计提坏账准备。公

司于2019年与浙江省海宁市许村镇人民政府签订了征收部分房屋及房屋所在土地的合同。2020年12月24日，公司收到了当地

政府向公司支付的此次征收（收购）款项及协议约定的利息，合计4,261.21万元。以上两笔收入都增加了公司2020年度来自

于非经常性损益的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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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运面料 147,198,263.09  58,531,111.28  39.76% -22.06% -25.92% -2.07% 

服饰面料 72,002,081.07  24,323,413.09  36.16% -42.80% -44.27% 1.48% 

染整和家纺 16,314,554.99  4,299,809.87  29.80% 0.78% 22.41% 4.51% 

医疗器械 61,217,738.72  33,142,424.84  54.14% 1.85% 14.18% 5.84% 

贸易 152,739,151.75  17,179,950.99  9.76% 9.57% 104.61%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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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公司对全资收购威尔德产生的商誉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3,463.45 万元，同时对海宁宏达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的

长期股权投资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2,155.72 万元。2020 年 12 月 2 日，公司收到了通过海宁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金向阳股权转

让一案的被告的部分财产得到的 786.96 万元股权转让款。因之前公司已对应收金向阳剩余股权转让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据此公司转回相应数额的单项计提坏账准备。公司于 2019 年与浙江省海宁市许村镇人民政府签订了征收部分房屋及房屋所

在土地的合同。2020 年 12 月 24 日，公司收到了当地政府向公司支付的此次征收（收购）款项及协议约定的利息，合计 4,261.21

万元。以上两笔收入都增加了公司 2020 年度来自于非经常性损益的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以上事项影响了公司 2020 年的归属

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的构成。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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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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2020年8月24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从2020年1月1日开始执

行新收入准则。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执行财政部前期颁布的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

告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新收入准则后，公司2020年1月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预收账款调整减少31,389,868.57元，合同负债调

整增加19,646,649.33元，其他流动负债调整增加1,957,783.56元，其他非流动负债调整增加9,785,435.68元；母公司资产负债

表预收账款调整减少1,402,703.89元，合同负债调整增加672,113.52元，其他流动负债调整增加64,564.74元，其他非流动负债

调整增加666,025.63元。因此，本次变更只涉及财务报表的列报和调整，对公司资产总额、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均不

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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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20年7月21日召开的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公司与自然人高

星以现金方式，共同出资设立浙江嘉兴新航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新航医疗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公司持有其70%的

股份，自然人高星持有其30%的股份。公司在新航医疗设立将其列入合并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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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页无正文，为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签字页）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法定代表人：沈国甫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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