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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48           证券简称：华东数控           公告编号：2021-025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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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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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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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东数控 股票代码 00224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晓萌 刘  璐 

办公地址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山路 698 号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山路 698 号 

电话 0631-5912929 0631-5912929 

电子信箱 002248@huadongcnc.com 002248@huadongcnc.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以研发、生产和销售数控机床、普通机床及其关键功能部件为主营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自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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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以来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主营业务产品包括数控龙门铣床（龙门加工中心）、数控龙门磨床、

数控外圆磨床、万能摇臂铣床、平面磨床、动静压主轴等机床和功能部件。公司现有主要优势产品如下表

所示：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样图 产品特点 适用范围 

1 

HLC500、 630、

800、1000、1250、

1500系列卧式加

工中心 

 

整体结构采用倒T型，立柱采用门式

框型，刚性好；主轴中心线与立柱两

导轨中心线在同一平面，加工精度

高；接屑及排水底盘为与底座铸造一

体结构，防水效果好。 

广泛适用于军工、工程机械、汽

车、航空航天、通用机械、铁路

机械、化工机械等行业。 

2 

HMC500、630、

800APC系列双工

位卧式加工中心 

 

采用正T型床身结构设计，采用高刚

性滚柱线性导轨，导轨跨距大，机床

整体刚性好，承载力强；配有双工位

高精度回转工作台，可以大大节省工

件的装夹时间，提高机床使用效率。 

广泛适用于汽车发动机、变速箱

体壳、工程机械等行业零部件的

复杂加工。 

3 

XKW2316、22、

28、32、37、42

系列线轨数控龙

门镗铣床 

 

采用大框架、高刚性龙门框架结构，

是一款高质量、高精度、高性能的高

档技术复合型产品。 

广泛适用于汽车、航空航天、轨

道交通、模具等机械加工领域。 

4 

XKW2642、50、

63系列数控龙门

移动式镗铣床 

 

采用龙门框架移动，工作台固定结

构，具有超强的承载能力，具有良好

的动态性能。 

广泛适用于航空航天、轨道交

通、船舶、工程机械等行业大型、

重型零件机械加工领域。 

5 

MC（K）W7512、

16、18、22系列

龙门平面磨床 

 

集机、电、液等先进技术于一体，具

有高刚性箱型铸件构造、热对称变形

结构，结构紧凑，占地面积小，操作

简便。 

广泛适用于机械、模具行业，适

用于钢件、铸铁及有色金属等材

料的平面精密磨削加工。 

6 

MC（K）W53系

列定梁数控龙门

导轨磨床 

 

机床采用龙门式布局，由双立柱、横

梁及床身组成封闭刚性框架结构。 

磨头主轴采用动静压轴瓦结构，运动

精度高、抗振性好的优点。工作台采

用油缸驱动，运动平稳，液压站主电

机为伺服电机，能耗低。  

广泛适用机械行业、模具行业，

适用于钢件、铸铁及有色金属等

材料的平面、导轨面的精密磨削

加工。  

 

7 

MC（K）W52系

列动梁数控龙门

导轨磨床 

 

机床采用龙门式布局，由双立柱、连

接梁及床身组成封闭刚性框架结构，

横梁采用阶梯梁结构，局部镶贴钢导

轨，整体刚性强。磨头主轴采用动静

压轴瓦结构，运动精度高、抗振性好

的优点；工作台采用油缸驱动，运动

平稳，液压站主电机为伺服电机，能

耗低。 

广泛适用机械行业、模具行业，

适用于钢件、铸铁及有色金属等

材料的平面、导轨面的精密磨削

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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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MG2050NC2 高

精度数控平面磨

床 

 

机床主要部件采用全新的对称结构

设计，保证了机床的热均衡稳定性，

同时具有高强度结构刚性与良好的

减震阻尼性能。机床配置高精度的磨

削控制系统，高分辨率、高精度光栅

尺，使产品能达到u级精度，并能长

期使用保持加工精度不变。 

本机床广泛应用于精密模具制

造、精密光学部件、精密光学玻

璃、医疗器件、手机制造等精密

部件和零件加工。 

 

9 
SG40100NC3 数

控平面磨床 

 

采用十字拖板布局形式和三轴数控

系统，立柱采用双层壁结构，配备自

动定尺寸磨削和故障自动报警功能。 

适用机械加工、维修和工具车间

使用。 

10 
M7165磨头移动

平面磨床 

 

整体结构采用T型布局，内部加强筋

布局合理，强度高，稳定性好；主轴

轴承为筒子瓦结构或套筒式结构，抗

冲击性强。 

适用于军工、汽车、航空航天、

模具、机械制造等行业的磨削钢

件、铸铁及有色金属等各种金属

零件的表面。 

11 
SG60160SD 立柱

移动平面磨床 

 

采用立柱移动式前后移动形式，可实

现磨头前后上下自动进给工作，配备

故障自动报警功能。 

主要磨削钢件、铸铁及有色金属

等各种金属零件的表面，适用机

械、模具加工厂和汽车等行业的

大中件磨削。 

12 

MGK1320、1332

系列高精密数控

外圆磨床 

 

本机床为两轴联动CNC高精密数控

外圆磨床，选用SIMENS、FANUC或

其它数控系统，X、Z轴联动实现直

线和圆弧插补，完成斜面及圆弧的磨

削。本机床可完成各种中小型零件的

圆柱面、圆锥面、轴肩等单面或组合

面的磨削。可以进行砂轮成型修整，

实现成型磨削。 

该产品除满足诸如汽车、摩托

车、压缩机、汽车变速箱、油泵

油嘴、阀芯阀杆等传统行业的外

圆柱面的精密磨削加工外，也适

用于诸如立体打印之胶辊、陶

瓷、半导体等等新兴行业的外圆

柱面的精密磨削加工。 

13 

MK1320B、1332、

1350系列数控外

圆磨床 

 

两轴伺服控制，可实现纵磨和切入磨

削。配置外径主动量仪及轴向定位

仪，可实现一个轴段外径磨削的闭环

控制。 

适用于磨削各种批量生产的小

型圆柱类及齿轮轴类零件的外

缘及端面。 

14 
M13、14系列外圆

磨床 

 

左右导轨采用P-V构造，经高精级手

工刮研，使全系产品具备高精度、高

稳定性；砂轮架前后进给导轨可选用

滚柱、线轨两种结构。经典操纵机构，

简单、安全、可靠。 

适用于磨削各种批量生产的小

型圆柱类及齿轮轴类零件的外

缘及端面。 

15 

MKW1380 、

13100、 13125系

列砂轮架移动式

磨床 
 

本机床采用一体式床身砂轮架移动

式结构，工件只作旋转运动，砂轮架

拖板（Z轴）在床身上作纵向往复运

动，砂轮架（X轴）在拖板上作横向

进给运动，操作位置在拖板上的结构

布局。纵向、横向两运动导轨采用V-

平开式节流静压导轨，摩擦系数低，

精度保持性好。砂轮架主轴采用动静

压轴瓦结构，具有回转精度高、刚性

大、抗震性好、重载重切的特点。 

该系列数控外圆磨床适用于磨

削IT5～IT6级精度的大中型轴

类零件圆柱形回转体的外圆表

面及端面，用于单件小批量生产

的场合。可应用于船舶、机车车

辆、重型机械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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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MGK28系列数控

立式磨床 

 

机床采用阶梯立壁式结构布局，底

座、横梁采用加强型符合铸件结构，

整机刚性高，机床回转工作台主轴采

用闭式静压结构，适于高刚性、高精

度立式复合磨削工艺。 

产品广泛应用于军工、航空、航

天、汽车、船舶、电子等行业复

杂零件的精密磨削。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001.39 万元，同比增长 30.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446.96 万元，同比下降 417.13%。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的 6.74%提高到 14.61%，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同比

分别下降 25.88%、32.89%，公司生产经营进入良性发展阶段。主要原因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调整经营策略，开发适应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加大市场营销力度。产品销量扩大，

成本降低，销售毛利显著提高；控制支出，清偿债务，期间费用减少；积极清收应收款项，信用减值损失

减少。 

2、受机床行业市场需求持续增强影响，公司适时开发新产品、升级老产品，从设计源头严控质量、

成本，提高产品价格竞争优势，销售量和生产量均有上升，具体情况如下表： 

项  目 单位 2020年 2019年 同比增减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销售量 台 1344 1036 29.73% 698 596 2,219 

生产量 台 1239 1124 10.23% 1,134 365 1,788 

库存量 台 856 961 -10.93% 873 437 668 

3、固定资产、存货等减值损失较大，影响当期业绩。报告期内，由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导致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 3,436.18 万元，具体如下表： 

单位：元 

项  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存货跌价损失 18,910,467.91 25,189,900.13 

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26,291,955.09 10,270,981.33 

在建工程减值损失 2,042,423.00 8,052,323.87 

工程物资减值损失  1,141,596.49 

合  计 47,244,846.00  44,654,801.82 

（三）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经营模式：技术研发+产品生产+对外销售的经营模式 

研发模式：根据市场需求及客户要求，公司按照规划进行新产品的研发和老产品的升级改进，不断提

升产品性能，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巩固公司的行业地位。 

生产模式：公司采用订单式和备货式相结合的生产模式。一般情况下，定制机床产品采用订单式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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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国内外客户的订单，根据订单生产和供应产品。对于流量型中小型数控机床及普通机床采用备货式生

产，以满足市场需求。 

销售模式：主要采用分地区选择经销商代理销售和公司直销相结合的模式。在国内经销商营销网络方

面，公司建立了以总代理制为主的销售代理体系，以点带面，全面开发国内市场；在国外市场方面，公司

拥有一批常年稳定有实力的代理商，产品销往世界各地。数控机床及专机类机床产品一般采用公司直销模

式。 

（四）行业趋势及发展机遇 

机床工具行业作为装备制造业的重要支撑，为国民经济各领域提供工作母机，是国家综合实力和国家

强盛的重要标志之一，具有基础性和战略性地位。从“一五规划”到“十四五规划”，国家一直鼓励和支持数

控机床产业的发展，并将高档数控机床列为国家政策鼓励发展和扶持的重点对象。《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

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中国制造 2025”及“工业 4.0”均明确要大力推动高档数控机床发展。 

根据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统计，2020 年机床工具行业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在 1-2 月曾大幅下滑，3 月

后逐月转好，进入下半年后则呈现出加速回升态势。金属切削机床子行业全年累计完成营业收入 1,086.7

亿元，同比增长 2.3%，实现利润总额 60.4 亿元，同比增长 146.1%，行业亏损面为 19.3%，利润总额大幅

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上年基数太小和受益于政府的助企纾困政策。2020 年度金属切削机床生产额 117.2 亿美

元，同比增长 3.8%；消费额 138.7 亿美元，同比降低 2.1%。2020 年度金属切削机床重点联系企业产量同

比增长 16.7%，其中数控金属切削机床产量同比增长 21.5%，显示出产品结构升级趋势。作为国民经济的

基础和支柱，整个行业正迎来新的战略转型机遇期。在新的发展阶段，行业发展的特征将从高速度向高品

质、高效益转移。因此，加快进口替代进程和提升产业附加值是我国机床行业长期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未

来 10-15 年国产中高档数控机床将处于国内市场的主导地位。 

为了适应行业和市场变化，公司坚持产品和管理两手抓，将努力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加快促进产品技

术结构转型升级，继续坚持自主创新，立足高起点，以替代进口为目标，向“精而强”的高速、高精、多轴、

复合、环保数控机床产品方向发展，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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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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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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210,013,902.52 161,378,299.22 30.14% 83,084,147.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469,632.18 26,635,925.07 -417.13% -574,995,740.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0,311,615.18 -78,943,999.98 36.27% -492,147,847.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902,534.56 22,394,652.20 6.73% -61,639,503.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 0.09 -400.00% -1.8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 0.09 -400.00% -1.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4.41% 22.66% -117.07% -158.94% 

项  目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519,030,046.89 603,103,829.04 -13.94% 771,962,940.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8,417,478.75 131,704,138.02 -63.24% 104,206,72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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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92,937.95 67,547,404.48 54,362,681.14 53,810,878.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514,095.91 -23,437,120.12 -41,242,640.50 -10,275,775.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424,499.36 -38,394,032.76 15,893,525.92 -18,386,608.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09,765.94 17,796,861.43 -14,008,033.54 24,823,47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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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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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

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9,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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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海威高国际医疗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50% 53,825,800 0   

汤世贤 境内自然人 4.25% 13,058,076 10,873,022   

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 国有法人 2.93% 9,006,18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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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有限公司 

唐鑛 境内自然人 1.56% 4,810,000 0   

李志娟 境内自然人 0.74% 2,264,105 0   

王志明 境内自然人 0.49% 1,513,301 0   

柯世林 境内自然人 0.49% 1,500,000 0   

张大俊 境内自然人 0.49% 1,500,000 0   

周仁瑀 境外法人 0.43% 1,320,483 0   

戴凤有 境内自然人 0.41% 1,246,2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威海威高国际医疗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未知相互之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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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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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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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公司债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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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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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一）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1、经营状况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贯彻“重点发展高速、高精、多轴、复合、环保数控机床”的经营战略，全力克服不利

影响，积极复工复产，抢抓行业机遇，紧密围绕市场需求，坚持以客户满意为宗旨，提升产品和技术竞争

力，全年销售签单量、发货量、产值同比大幅增长。改善生产经营管理，降低材料采购成本，提高劳动生

产效率，压缩制造费用，产品盈利能力不断增强；严控各项期间费用，经营亏损大幅降低。提高财务管理

水平，加强应收账款管理，盘活闲置资产，积极清偿有息债务，在降低资金占用成本、折旧费用和资产减

值损失的同时，改善企业财务状况。 

2、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 

具体分析可参见本摘要二、（四）。 

3、发展战略 

公司是以“精而强”的高速、高精、多轴、复合、环保数控机床产品为主业发展方向的高新技术企业，

专注研发、生产和销售既符合国家相关政策要求、市场前景好、可满足国家精密零部件加工行业的加工母

机需求，又可为公司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的数控机床产品。 

自成立以来，公司一直坚持以国家政策为引领，以国家重点工程为依托，以替代进口为目标，走自主

创新的发展道路，始终把高新技术的科研开发视为企业保持高速发展的基础和关键，立足高起点，重点发

展高速、高精、多轴、复合、环保数控机床产品。经过长期积累和发展，产品设计、制造工艺日趋成熟。

通过自主研发、合作开发、引进消化等多种方式，公司拥有了国际先进或国内领先水平的多项专利和专有

技术。具体优势可参见 2020 年年度报告全文第三节公司业务概要三、核心竞争力分析。 

我国经济正处于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形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公司将根据市场

需求变化，立足长远，紧跟“工业 4.0”、“中国制造 2025”、“一带一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供给侧

结构改革”等战略布局和机遇，围绕主业积极创新、加快升级、拓展布局，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增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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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竞争力，将华东数控产品做精、做强，打造机床制造行业领跑品牌。以中国装备，装备世界！ 

4、经营计划及主要措施 

2021 年度经营目标：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7 亿元 

2021 年度经营方针：凝心聚力、行稳致远、再创佳绩 

上述经营目标并不代表公司对 2021 年度的业绩承诺，能否实现取决于市场状况变化、经营团队的努

力程度等多种因素，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提请投资者注意。 

主要措施： 

（一）生产管理方面 

1、进一步完善物料统一配送机制，满足生产一线需求。完善优化仓储中心的集中收料、检验、入库、

配送的物料全过程管理，减少一线员工领料、待料的时间，减少因物料而耽误生产组织的情况，保证物料

的及时性，提高生产组织效率。 

2、加强生产设备及车间现场管理，进行系统有效管控，并加大检查力度，从而提升生产效率。根据

自用设备增加及处置情况，及时完善设备台账。结合产能及订单情况，分批对自用设备进行维护保养及精

度恢复。加强对运行设备的管理，每月组织不定期巡察、纳入月度绩效考核，督促整改和制度落实，确保

设备正常运行。 

3、进一步提高生产计划的准确性和采购物料到货的及时性。充分利用金蝶的软件功能，夯实并严格

执行年度及月度生产实施计划，保证生产计划的准确性和严谨性。进一步提高供应商的甄别质量，强化供

应商的交货期意识，加强采购物料的过程控制，努力做到物料交期的可控。 

4、为了切实做好公司生产现场管理工作，加强公司安全生产管理，专门成立生产现场管理检查小组，

每周进行现场检查及复查，对每次检查结果进行汇总和通报，提出整改意见和期限。从制度、流程、思想

上重视安全，坚守安全生产红线不动摇，确保生产现场工作安全、有序、清洁、美观，稳定提高产品质量，

促进公司稳健发展，赢得良好的客户口碑。 

（二）市场运营方面 

围绕新基建，加强项目跟踪力度，2021 年力争树立 20 家以上的标杆客户，通过紧密服务好标杆客户，

在客户现场联合召开产品发布会或联谊会等形式，辐射带动整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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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继续加大应收账款、疑难账款的回收力度，关注重点应收账款的执行，加强应收账款管理。针对

需协商处理及正常应收账款，制定切实可行年度计划，目标明确，措施完善，责任到人，并对疑难、诉讼

账款进行每月跟踪催收。对超过期限的应收款，及时发书面函件催收，对符诉讼条件的将及时提起诉讼。 

2、巩固强化传统销售渠道建设和经销商管理，通过专营店方式，进一步加强主渠道业务合作深度。

2021 年计划发展 10 家以上的重点经销商，并在重点城市考虑专营店的选址规划。 

3、进一步加大网络平台建设，锁定年轻企业主上网选购设备的习惯，在国际业务中通过谷歌关键词

搜索，提高国际市场的宣传力度。实现线上宣传推广，线下跟踪成交的立体营销方式。 

4、提升售后服务人员的综合技能，提高客户满意度。2021 年，计划新增服务外勤人员 5 人，加大与

主渠道专营店的互动培训交流，从而进一步升服务人员的综合技能，提高客户满意度。 

（三）产品升级方面 

1、龙门铣系列产品：开发 XKW2342FA*100 系列产品，设计开发数控龙门移动式镗铣床

XKW2663*10/12/14/16/18/20 系列产品，做好 GM3060H 五轴联动高架桥式龙门铣设计开发前期的技术准备

工作，并进一步完善产品系列。在产品成本、整机发货、生产效率提升、整机的结构优化等方面都将进行

系列改进提升。 

2、龙门磨系列产品：对 MC（K）W75 现有龙门磨进行线轨改造，并进一步优化机床结构设计，进给

精度实现千分之一的微进给，进一步提升磨削质量。对 MC（K）W52 系列龙门导轨磨进行全新设计，对

产品成本、结构进行系列开发和改进提升。 

3、线轨卧式加工中心系列产品：完成 HMC630、800、500APC 产品图纸、工艺设计，设计开发大尺

寸规格 HLC1500 线轨卧式加工中心机型，对现有 HLC500、630、800、1250 机型从外观、内防护的防水

防漏、排屑、刀库等方面进行重点改进提升，规划 630、800 规格 APC 双交换工作台设计，190 规格全齿

轮主轴箱设计。根据市场信息调研规划、设计双面卧式三坐标加工单元专机，满足工程机械、起重机等行

业结构件镜像铣削要求。 

4、平磨系列产品：对 M7170/7180 产品的降成本结构优化设计、大平磨系列产品的外观美化及轻量化

优化设计，完成 SGM60220 型高精度立柱移动式平面磨床设计，主要用于提升现有产品性能等级，精度高、

性能稳定，可满足市场对精密级平面磨床的强烈需求，市场前景广阔。完成对现有普通级产品提能降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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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稳定工作，精密级固化平移工作，并着手进行晶体、医疗行业超精密级小平磨技术储备、新品试制等工

作。 

5、外圆磨系列及立磨产品：对 M1332、1350 系列产品的降成本结构优化设计，完成 MGK1320X750、

MGK1620X500/750，MGK1632X1000 系列化设计；进一步优化结构，降低成本，提升工艺水平和产品质

量；配自动测量装置，自动上下料装置等。完成 HD-010 数控双砂轮架高速车桥（车轴）磨床设计，继续

增加 MK1632*1000\1500 系列机型，完成中低端通机机型储备；并着手开始进行常规高速数控磨床机型储

备。如MKS1620*750、MKS1320*750的20系列。在MGK28100试制基础上，完成MGK2860（80）、MGK28100

（125）、MGK28160（180）系列立磨的系统化设计。 

6、主轴功能部件：优化提升动静压主轴设计及工艺，提高常规产品质量，设计制作高速高精主轴满

足公司产品发展需求；优化滚动轴承主轴设计及工艺，降低公司常规产品成本；设计开发 MGK2860（80）、

MGK28100（125）用双磨头多点定位转塔；设计开发自动更换砂轮立式主轴、端面外圆磨立式主轴、卧式

主轴、加长立式砂轮主轴；设计开发多点修整器、滚轮修整器、圆弧修整器。同时，为超精机做技术储备。 

7、机床电气方面，继续完善已设计开发完成的数控平磨、圆磨专用磨削界面、磨床在线测量控制器、

机床用集中式控制单元及数控机床设备监控管理软件等。注重用户应用培训及体验，力争成为公司磨床系

列产品的销售卖点。 

8、着力进行先进技术储备及全自动智能化生产线设计制造，多工位、多工序零件加工桁架机械手连

线解决方案。结合公司现有产品，融合最新的工业机器人控制技术、计算机图形图像识别技术、工业以太

网互联技术，努力为客户构建中小规模高效、便捷的中小型 MES（计算机/现代集成制造系统）制造系统。 

（四）行政及财务管理方面 

1、加强员工培训、教育和考核，加强公司制度、规定、流程的执行力度。 

2、增强服务意识，公司内形成“以用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的理念。对外：用户、代理商是我

们的客户；对内：业务联系部门是我们的客户。认真对待客户的诉求和疑问，既把握原则，又入情入理，

切实提升公司的整体服务水平和形象。 

3、细化成本核算，对其他出库单能归集至产品成本的尽量准确归集，避免滞留在车间在制品，对大

额其他出库单进行审核，避免重复领用，保证实际成本核算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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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强化日常财务审计工作，严格执行公司的各项规定。包括合同管理、发货审核及各项费用合规性、

合理性。 

（二）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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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控机床产品 154,596,379.90 128,057,240.93 17.17% 36.51% 24.29% 8.14% 

普通机床产品 46,036,755.83 41,308,730.85 10.27% 19.31% 14.73% 3.58% 

机床配件产品 2,098,657.89 1,035,524.24 50.66% -44.29% -89.21% 205.39% 

其他业务 7,282,108.90 8,922,613.60 -22.53% 26.16% 378.22% -90.21% 

（四）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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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营业收入：报告期内收入 21,001.39 万元，同比增加 4,863.56 万元，增幅为 30.14%。主要原因为受

机床行业市场需求持续增强影响，公司适时开发新产品、升级老产品，从设计源头严控质量、成本，提高

产品价格竞争优势，营业收入较上年增幅较大。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报告期内亏损 8,446.96 万元，同比增亏 11,110.56 万元，降幅为

417.13%。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转让子公司弘久锻铸股权在合并报表层面形成的亏损较大影响。 

（六）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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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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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根据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颁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财会

〔2017〕22 号）变更会计政策。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4 月 2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中国证券报》的《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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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将控股子公司弘

久锻铸 84.41%股权以人民币 1 元的价格转让给朱口集团有限公司，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弘久锻

铸股权，弘久锻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8 月 11 日、8 月 28 日刊载于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中国证券报》的《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

股权的公告》、《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4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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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连小明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