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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16                              证券简称：和科达                              公告编号：2021-021 

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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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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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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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科达 股票代码 002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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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培鹏 王培鹏 

办公地址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浪口社区华荣路

294 号和科达工业园 3 号厂房三楼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浪口社区华荣路

294 号和科达工业园 3 号厂房三楼 

电话 0755-27048451 0755-27048451 

电子信箱 hekedazqb@163.com hekedazqb@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精密清洗设备的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以满足客户在工业生产中各个环节的各类精密清洗需求。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精密清洗（主要包括超声波清洗、平板清洗、喷淋清洗、碳氢清洗等）、纯水生产设备、污水处理设备和

中水回用设备、电子类电镀设备、塑胶类电镀设备、五金类电镀设备等。公司产品应用行业广泛，包括消费电子、平板显示、

汽车零部件、光伏、装备制造、家电、航天航空、光学、半导体等行业。 

公司所处行业属于非标准化定制行业，是工业生产的配套行业，其行业周期与下游行业经营状况、技术革新、固定资产投资

密切相关。但由于工业精密清洗设备应用行业广泛，覆盖了从基础工业到战略新兴行业的众多领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平衡

各个行业之间的周期波动。因此本行业周期性并不十分明显。鉴于公司所处行业属于非标准化定制行业，由客户提出清洗要

求，厂商按照客户的清洗对象和要求制造精密清洗设备，并负责安装和维护。行业内企业均采用“按单定制生产”的专业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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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制造经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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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424,926.50 143,942,395.96 4.50% 344,653,912.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248,257.81 -68,430,260.97 25.11% 6,433,354.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0,724,520.05 -73,707,539.31 4.05% 1,947,338.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159,012.48 22,868,691.03 75.61% 20,586,527.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1 -0.68 25.00% 0.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1 -0.68 25.00% 0.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88% -13.89% 2.01% 1.22%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559,047,714.10 537,407,336.01 4.03% 653,305,879.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05,882,091.45 457,130,349.26 -11.21% 527,327,41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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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97,668.70 46,893,141.44 22,839,112.88 72,595,003.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9,335,676.27 15,837,024.69 -15,387,254.42 -42,362,351.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784,279.54 1,830,139.22 -14,559,528.12 -48,210,851.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165,241.51 -16,173,529.55 -19,454,726.55 69,622,02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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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4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7,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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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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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状态 数量 

益阳市瑞和

成控股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9.99% 

29,990,00
0 

0 质押 7,959,100 

浙江亿诚创

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45% 3,450,000 0   

彭冠华 
境内自然

人 
2.99% 2,990,100 0   

刘艳辉 
境内自然

人 
2.77% 2,768,995 0   

黄超 
境内自然

人 
1.38% 1,384,800 0   

冯毛 
境内自然

人 
1.36% 1,363,656 0   

梁海华 
境内自然

人 
1.08% 1,081,125 1,081,125   

JPMORGAN 
CHASE 
BANK,NATI

ONAL 
ASSOCIATI
ON 

境外法人 0.98% 978,454 0   

辜冬连 
境内自然

人 
0.96% 957,200 0   

覃有倘 
境内自然

人 
0.94% 94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刘艳辉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189,995 股外，还通过光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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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9,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768,995 股；公司股东

黄超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16,900 股外，还通过光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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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7,9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38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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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0,424,926.50元，比上年增加4.5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51,248,257.81元，比上年增加25.11%。 

 

   2020年，我司超声事业部通过在3C行业的多年的经验积累以及技术的不断改革创新，成功

稳固了行业地位，赢得了重要客户的认可和青睐；公司一直对新能源、智能装备以及高清洁

度清洗方面十分重视，不断加大投入技术人才，并已取得可观的成效。 

2020年，液晶事业部根据2019年对市场预测以及需求，多层次研发和推广液晶行业设备以

满足客户和市场需求，研制了“全自动车载玻璃清洗机”、“3D手机玻璃清洗机”、“高端面板

清洗机”、“自动打包机构”、“点灯检查机”、“车载玻璃清洗机”，这些设备都成功投入了量产，

并为后续市场奠定了基础。 

但是总体上，2020年受疫情的影响，部分客户项目暂停，同时下游客户对行业持观望态度，

投资相对谨慎，其中对固定资产投资更是相比往年锐减，因此2020年业绩未达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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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洗产品 118,565,816.95 26,473,607.33 22.33% 21.37% -8.84% -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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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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2017年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首次执行

该准则应当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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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准则的规定，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未

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整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比较财

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该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

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

目 

对2020年1月1日余额的影响

金额 

合并 母公司 

与预收货款相关的预收
款项重分类至合同负

债。 

 预收款项 -13,763,924.5
1 

-2,258,756.
04 

合同负债 12,478,173.5
5   

2,151,135.4
4 

其他流动负债 1,285,750.96  107,62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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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减

少））： 

 
                                                                                                    

单位：人民币元 

受影响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对2020年12月31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预收款项 -45,957,219.92 -11,355,689.84 

合同负债 40,995,626.29  10,257,058.11  

其他流动负债 4,961,593.63  1,098,63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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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影响的利润表项目 对2020年度发生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营业成本 5,036,761.52 1,026,432.66 

销售费用 -5,036,761.52 -1,026,432.66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 

财政部于2019年12月10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财会〔2019〕21号，以下简

称“解释第13号”），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不要求追溯调整。 

①关联方的认定 

解释第13号明确了以下情形构成关联方：企业与其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成员单位（包括母公

司和子公司）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企业的合营企业与企业的其他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

此外，解释第13号也明确了仅仅同受一方重大影响的两方或两方以上的企业不构成关联方，
并补充说明了联营企业包括联营企业及其子公司，合营企业包括合营企业及其子公司。 

②业务的定义 

解释第13号完善了业务构成的三个要素，细化了构成业务的判断条件，同时引入“集中度测
试”选择，以在一定程度上简化非同一控制下取得组合是否构成业务的判断等问题。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解释第13号，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解释第13号未对本

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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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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