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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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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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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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以 2020年度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80 元（含税）。以公司

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股本 2,053,541,850为基数计算，拟派发的现金红利共计 164,283,348.00

元，占 2020年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31.71%。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隆鑫通用 60376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邹莎 叶珂伽 

办公地址 重庆市九龙坡区九龙园C区聚业路

116号隆鑫C区 

重庆市九龙坡区九龙园C区聚业路

116号隆鑫C区 

电话 023-89028829 023-89028829 

电子信箱 security@loncinindustries.com security@loncinindustries.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情况 

公司属机械制造行业，现有主营业务包括：摩托车及发动机、通用机械产品、商用发电机组、

低速四轮电动车、高端零部件、无人直升机等。公司在产品销售及服务过程中，主要使用“无极”、

“隆鑫”、“劲隆”、“晶耐”、“超能”、“丽驰”、“隆华”商标。 

报告期内，公司现有主营业务构成公司营业收入及利润的主要来源，各项业务占营业收入的



比重如下所示： 

业务板块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增/减 备注 

摩托车及发动机业务 55.47% 55.64% 减少 0.17 个百分点  

通机业务 27.81% 20.64% 增加 7.17 百分点  

商用发电机组业务 7.69% 11.47% 减少 3.78 个百分点  

低速四轮电动车业务 3.63% 4.47% —— 
2020 年度按

1-11 月计算 

高端零部件业务 3.19% 6.71% 减少 3.52 个百分点  

无人直升机业务 0.36% —— —— 实现销售突破 

 

报告期内，公司出口营业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61%。 

1、主要业务及产品： 

➢ 摩托车及发动机业务：公司两轮摩托车包括 50-700cc跑车、街车、越野车、太子车、弯

梁车、踏板车共 100 多款产品；三轮摩托车涵盖 110-300cc 运输车、客运车、物流车、环卫车、

特种车及电动三轮车等产品；摩托车发动机排量覆盖 50cc～900cc 的 200 多款产品，可用于两轮

摩托车、三轮摩托车、ATV、UTV等车型。除了制造满足面向大众市场外，公司推出的摩托车自主

高端品牌“VOGE 无极”，着力打造中大排量运动机车，涵盖跑车（RR）、街车（R）、复古（AC）、

拉力（DS）四大系列。 

➢ 公司通用机械产品包括排量覆盖 79cc-999cc 的通用动力发动机产品，功率 1kW-20kW 的

家用小型发电机组、水泵和微耕机等终端产品。 

➢ 商用发电机组产品主要是 100KW-2000KW 的柴油发电机组，并涵盖汽油发电机组、燃气

发电机组等。 

➢ 低速四轮电动车产品为短途代步出行工具，主要满足农村及三、四线城镇用户需要。 

➢ 高端零部件业务主要为客户提供汽车零部件的铸造和加工配套供货业务以及制造销售相

关航空航天结构零部件。 

➢ 公司无人机及通航发动机产品主要为各类 200kg 级以上工业级无人直升机，以及通航活

塞式发动机等。 

 

2、公司经营模式：公司经营涵盖各类业务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 采购模式：对采购的常用物资，通过招标等方式固定采购渠道，确定价格或定价方式，

与核心供应商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 

➢ 生产模式：生产模式为以销定产，部分自主销售产品根据市场需求适度备货。 

➢ 销售模式：摩托车销售国内主要采取直接对终端经销商销售和区域代理商销售，货物入

库后挂账结算，国外通过进口国区域代理商进行销售，货物在报关后以 FOB 方式结算；发动机销

售国内主要与终端产品主机厂提供产品配套和区域代理，货物入库后挂账结算或货物使用后挂账



结算，出口销售主要采取 OEM/ODM 供货模式，货物报关后以 FOB 方式结算；通机业务国内销售

主要采取为主机厂提供产品配套的经营模式，出口销售主要采取与国际大客户的 OEM/ODM 合作

模式；商用发电机组业务为自主集成定制研发，为客户提供系统化解决方案，国内销售主要采取

招标供货、区域代理销售、租赁等，出口销售主要采取为大客户供货和区域代理销售。 

 

（二）行业情况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1、摩托车及发动机 

2020 年，中国摩托车行业总体销售规模为 1,707 万辆，同比下降 0.38%，其中，国内销售实

现 998 万辆，同比下降 0.32%；出口销售 709 万辆，同比下降 0.48%，基本保持稳定。随着中国经

济的发展与人均收入的增长，我国大排量摩托车市场将面临更大的发展空间，2020 年，250cc 以

上的大排量摩托车实现销售 20.08 万辆，同比增长 13.31%。2020 年，电动摩托车实现销售 294.92

万辆，同比增长 28.12%，其中，中高功率的电动摩托车产品增速尤为明显。近年来，行业产品结

构出现了向大排量摩托车、电动摩托车方向发展升级的趋势。 

2020 年，中国摩托车发动机产销量为 1,547 万台，行业总体规模同比下降 8.26%，主要体现

为 250cc 及以下中小排量发动机销量下降，而中大排量发动机产品销量同比增长 15.04%。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摩托车分会《产销快讯》） 

2020 年，公司摩托车产销总量居行业第 3 位，出口创汇居行业第 1 位。 

 

2、通用机械产品 

通机动力产品广泛应用于园林、灌溉、扫雪、清洗、空压、发电和小型工程机械等终端机械

设备，主要以出口美国、亚洲、欧洲、非洲市场为主，市场总体成熟、规模大，应用广泛，欧美

发达国家市场需求较大。 

2020 年，行业出口规模为 10.1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7.13%。其中，出口美国市场为 4.06 亿美

元，同比增长 30.55%。 

小型家用发电机组应用于家庭应急或常用发电使用，功率较小，主要以出口美国市场为主，

市场较为成熟，规模较大。2020 年，行业出口规模 15.51 亿美元，同比增长 16.27%。其中，出口

美国市场为 6.42 亿美元，同比增长 52.13%。 

（数据来源：全国海关信息中心） 

2020 年，公司通用机械产品保持行业领先地位。 

 

3、商用发电机组 

商用发电机组主要用于商业客户的应急及常用发电需要，功率较大，全球规模超过 200 亿美

金，市场规模较大。 

国内市场需求主要集中在数据中心、通讯基站、分布式能源、商业中心、基础设施建设、市

政设施、制造业、养殖业、石油采掘等方面。受疫情影响，上半年国内大部分基础建设项目进度

延迟，交付和验收延后，同时进口发动机的采购时间延长，影响项目进度；系统客户招标工作安

排也受到影响，集中到下半年开展。受上述因素影响，国内发电机组行业出现总体下降。 

出口市场需求主要集中在电力发电、“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受疫情影响，相关建

设项目出现延期或新开工项目减少，中大功率柴油机发电机组出口下滑较大。2020 年中国出口商

用柴油发电机组 15.23 亿美元，同比下降 14.71%，其中东南亚主力市场印尼、越南同比下降超过

30%。 

公司产品具有较高的品牌知名度，公司在国内中大功率商用发电机组行业中位于第一梯队。 

 

4、四轮低速电动车 



受疫情影响、行业持续规范整顿、A00 级新能源乘用汽车产品冲击的影响，低速电动车行业

销量持续下滑。 

公司四轮低速电动车业务处于行业领先地位，新能源商用车未实现上市销售。 

 

5、无人机/通用航空活塞式发动机产品 

近年来，无人机技术日趋成熟，无人机开始运用到国民经济各方面，工业级无人机的典型应

用场景正在不断固化和丰富。随着政府、企业用户对工业级无人机的市场需求增长，其应用发展

加速，已在农业植保、电力巡检、航空拍摄等领域崭露头角。工业级无人机对续航时间、载重量、

安全可靠性等方面要求更高，同时还具有定制化的特点，使得“无人机平台+机载设备=典型应用

场景”的模式得到进一步深化。 

报告期内，国产通航发动机行业仍处于培育起步阶段。 

公司无人机产业布局涉及上游核心零部件/整机平台研发、中游组装/生产、下游运营/服务全

产业链，无人直升机已具备产业化优势。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13,169,978,956.57 13,131,158,482.94 0.30 11,982,623,219.48 

营业收入 10,437,055,350.27 10,650,409,704.97 -2.00 11,203,793,392.0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518,039,163.61 622,847,229.48 -16.83 919,284,265.1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90,682,736.32 472,069,157.49 -17.24 740,075,704.1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7,235,462,136.95 6,928,799,282.62 4.43 6,398,010,158.59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191,289,509.83 1,106,289,217.34 7.68 1,386,887,519.72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5 0.30 -16.67 0.44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5 0.30 -16.67 0.44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7.35 9.35 减少2.00个百

分点 

14.18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1-3 月份） （4-6 月份） （7-9 月份）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555,181,701.67 2,647,149,153.55 2,944,080,479.67 3,290,644,015.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6,194,726.80 213,528,377.67 173,557,456.09 24,758,603.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82,126,964.74 205,054,052.77 166,817,401.47 -63,315,682.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1,014,850.89 305,848,971.31 431,994,819.31 704,460,570.10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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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5,92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5,58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隆鑫控股有限公司 0 1,028,236,055 50.07 0 冻结 1,028,236,055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广东超能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12,100,000 61,300,000 2.99 0 质押 59,1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张俊 18,289,221 32,552,015 1.59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曾训楷 11,134,700 28,422,192 1.38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3,963,728 26,713,547 1.3 0 未知 0 境外法人 

高勇 0 17,990,600 0.88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刘琳 0 17,435,400 0.85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姚秉县 1,850,350 11,530,423 0.56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汇添富基金－宁波银

行－隆鑫通用动力股

份有限公司 

0 8,746,048 0.43 0 未知 0 其他 

裘江湛 0 8,489,350 0.41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情况详见“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相关内容。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衔接规定，将与销售商品及与提供劳务相

关的“预收款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其包含的增值税款重分类至“其他流动负债”，具体影

响科目及金额如下表：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月 1日 调整数 

  预收款项 168,250,730.40   -168,250,730.40 

  合同负债   154,572,114.28 154,572,114.28 

其他流动负债   13,678,616.12 13,678,616.12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本年度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重庆隆鑫机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鑫机车）、重

庆隆鑫发动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鑫发动机）、CostruzioniMotoriDieselS.p.A.（以下简

称意大利 CMD）等 22家子公司。与上年相比，本年因转让减少山东丽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山东丽驰)、山东骐风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骐风）和贵州航电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航电）3家子公司。 

详见本报告第十一节“八、合并范围的变化”及“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