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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91                             证券简称：冀凯股份                             公告编号：2021-018 

冀凯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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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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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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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冀凯股份 股票代码 002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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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季英 刘娜 

办公地址 石家庄高新区湘江道 418 号 石家庄高新区湘江道 418 号 

电话 0311-85323688 0311-85323688 

电子信箱 tjy@jikaigf.com liuna@jikaigf.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冀凯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集研发、制造、销售及服务于一体，主营支护机具、安全钻机、掘进设备和运输机械等矿用

机械装备，是矿山装备的专业供应商与服务商。公司是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煤矿支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单位，煤炭工业煤矿专

用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井巷设备分会委员单位，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软岩工程与深部灾害控制分会常务理事单位，河

北省煤炭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河北省煤炭学会副理事长单位。 

公司的四大类产品均为独立使用，不需要与其他产品配合使用，分别主要用于支护施工、探水探瓦斯作业、掘进工作面

和工作面煤炭运输。 

支护机具  支护机具类产品指用于煤矿巷道支护施工中钻孔、搅拌、安装锚杆锚索的机器和工具。公司生产的双臂锚杆

钻车、单臂锚杆钻车等产品广泛应用于各大煤矿集团，解决了巷道掘进中掘、支失衡的技术难题。双臂锚杆钻车实现了一次

定位，全断面锚护的效果，支护效率提高30%；单臂锚杆钻车是公司设计研发的智能化钻锚机器人，应用自动装卸钻杆、智

能钻杆库、远程操作、自动输送锚索、精确定位等关键技术，实现一键启动自动钻进的功能。双臂锚杆钻车获得2017年全国

煤矿支护创新成果一等奖并于2018年列入团体标准编制目录；MQT-130/3.5气动锚杆钻机获得2020年中国煤炭机械工业优质

品牌产品。 

mailto:tjy@jikaig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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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钻机  安全钻机类产品指用于煤矿井下抽放瓦斯、探水、防突泄压、地质勘探钻孔施工的设备，是煤矿安全生产必

需的设备。为解决煤矿探水探瓦斯和治理冲击地压，公司自主研发生产了连续钻进钻车、30米防冲防突专用钻车等系列化智

能钻车，实现了人机分离，自动化打钻和造穴等技术实现释放、降低地压力，提高煤层透气性，形成了自动上下杆技术、远

程操作技术、一键全自动钻孔技术、智能防卡钻技术、连续通水技术和智能诊断显示技术等多项关键技术，2019年连续钻进

钻车获得河北省煤炭工业协会科技进步二等奖；全方位液压钻车获得全国煤矿支护技术创新成果一等奖；连续钻进钻车列入

2018年团体标准编制目录；ZDY4000S全液压坑道钻机获得2020年中国煤炭机械工业优质品牌产品。 

掘进设备  掘进机指用于掘进工作面，具有钻孔、破落煤岩及装载等全部或部分功能的机械。公司生产的掘探一体机应

用全方位折叠钻臂、双独立控制系统等关键技术，将掘进机与钻机两机合一，无缝衔接，提高掘进效率20%。 

    运输机械  公司生产的运输机械类产品主要是整铸刮板输送机。刮板输送机指用刮板链牵引，在槽内运送散料的输送机，

用于煤矿井下采煤工作面的煤炭运输，同时是采煤机的运行轨道。刮板输送机由机头、中部段和机尾组成，中部槽是中部段

的主要组成部分，占整机重量的70%左右。公司自主研发的刮板输送机整铸中部槽采用了独创的整体精密铸造工艺，彻底解

决了传统铸焊结构中部槽各部位耐磨性不一致等问题，是刮板机中部槽生产上的一次技术性革命。该产品被国家科学技术部、

环境保护部、商务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授予“国家重点新产品” 称号，同时还被中国工程院陈蕴博院士组成的

鉴定专家组评定为国际首创和国际领先，被中国煤炭工业协会认定为替代进口的产品；SGZ800/1050整体铸造刮板输送机获

得2020年中国煤炭机械工业优质品牌产品。目前公司3D成型整铸装备系列产品主要包括整铸刮板输送机、整铸转载机、破碎

机、整铸齿轨等。 

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4,086.77万元，同比减少38.44%，其中主营业务收入22,097.02万元，同

比减少41.43%，实现利润总额-1,846.57万元，同比减少198.0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62.48万元，同比减少

2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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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867,674.57 391,269,397.31 -38.44% 416,629,891.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624,785.82 15,566,175.00 -200.38% 15,066,875.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185,139.66 12,241,561.27 -273.06% 9,032,920.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222,009.61 -25,178,773.97 160.46% 50,513,799.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0 0.050 -200.00% 0.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0 0.050 -200.00% 0.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7% 1.76% -3.53% 1.73%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046,957,937.57 1,104,528,069.82 -5.21% 1,015,366,051.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74,815,383.77 892,292,925.36 -1.96% 876,789,89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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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105,470.78 40,312,672.93 76,281,287.38 80,168,24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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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37,586.77 -5,355,044.35 -4,760,544.60 -3,071,610.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54,119.41 -7,386,882.60 -5,285,313.82 -5,858,823.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62,104.76 -5,465,880.79 7,318,068.52 19,431,92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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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86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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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春保 境内自然人 32.00% 108,799,955    

深圳卓众达富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00% 98,600,000  质押 97,859,000 

杭州焱热实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00% 27,200,000  质押 27,199,800 

乔贵彩 境内自然人 1.52% 5,168,792    

余红 境内自然人 0.28% 960,600    

卢斌 境内自然人 0.25% 850,002    

刘卫东 境内自然人 0.24% 808,278    

张西举 境内自然人 0.22% 759,080    

华夏基金－中

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

司－华夏基金

－汇金资管单

一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22% 739,561    

邓行军 境内自然人 0.20% 675,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截至报告期末，张西举通过自身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通过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759,08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759,080 股（全部为无

限售流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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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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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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度，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公司深入贯彻落实政府各项政策规定，积极推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相关工

作的开展，全力保障公司有序经营，力争各项工作稳步推进。但因公司及公司上下游企业整体复工延迟，经济运行效率降低，

公司部分客户减少了大型招标活动，降低面对面交流次数，导致上半年招标计划部分停滞，整年采购计划相应推迟，对公司

新业务拓展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下游企业需求萎缩，导致公司销售收入下降。公司虽积极应对疫情，采取各种措施，但2020

年度经营业绩仍受到较大程度影响，导致公司2020年度整体营业收入下滑。2020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4,086.77万元，

同比减少38.44%，其中主营业务收入22,097.02万元，同比减少41.43%，实现利润总额-1,846.57万元，同比减少198.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62.48万元，同比减少200.38%。 

2020年度，山东冀凯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智能化高效采掘装备产业化项目竣工投产，项目稳步运行，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

入11,636.72万元，营业利润2,074.53万元，净利润1,846.68万元。随着智能化高效采掘装备产业化项目的逐步推进，公司

将紧抓煤机市场机遇，加强对3D成型整铸装备、智能钻探装备等产品的推广力度，增强公司的煤炭综采机械成套设备生产能

力，完善公司市场营销和综合服务水平，全面提升公司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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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钻车 50,341,149.96 25,408,361.23 50.47% -57.69% -54.07% 3.98% 

采掘装备 1,729,861.85 197,202.63 11.40% -75.39% -90.67% -1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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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机械 146,135,730.79 57,492,057.85 39.34% -34.63% -28.88% 3.18% 

支护机具 22,763,422.09 9,504,255.68 41.75% -17.90% -30.70% -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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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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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2017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14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本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表按照

新收入准则编制。根据新收入准则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对于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

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不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期初报表项目影响如下： 

单位：元 

报表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月1日 

负债   

   合同负债  5,573,899.71 

预收款项 6,298,006.94  

    其他流动负债  724,107.23 

与原收入准则相比，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度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 

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新准则下 原准则下 

负债   

  合同负债 3,907,086.14   

  预收款项  4,367,999.61 

      其他流动负债 460,913.47   

对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新准则下 原准则下 

营业成本 147,794,935.71 144,578,033.44 

销售费用 24,334,843.31   27,551,74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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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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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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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冀凯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冯  帆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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