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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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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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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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以总股本436,090,49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以现金方式进行利润分配，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7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总额为

74,135,383.30元（含税）。本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020年度公司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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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翔股份 603112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敏 崔琦帅 

办公地址 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甘亭镇华林苗圃 
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甘亭

镇华林苗圃 

电话 0357-5553369 0357-5553369 

电子信箱 hx.zm@huaxianggroup.cn hx.cqs@huaxianggroup.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所从事的的主要业务及主营产品 

公司主要从事各类定制化金属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公司目前已经形成包括产品

设计、模具开发、铸造工艺、机加工工艺、涂装工艺等综合服务体系，具备跨行业多品种产品的

批量化生产能力。 

公司的主要产品如下： 

应用领域 产品用途 主要产品 图片展示 

白色家电 

空调、冰箱压缩

机（以转子式、

活塞式、涡旋式

为主 

曲轴、气缸、活塞、

法兰等 

 

工程机械 工程车辆 
平衡重、车桥、桥壳

等 

 

汽车制造 

汽车制动系统、

转向系统、离合

器系统 

壳体、支架、轴承盖、

压盘、连接杆等 

 

泵阀管件及

其他 
泵阀管件 

皮带轮、轴承座、齿

轮箱等 

 



应用领域 产品用途 主要产品 图片展示 

电力件 绝缘子等 

 

公司始终坚持“敬业、专注、精益、创新”的经营理念，将传统“工匠”精神与现代精益管

理相结合，凭借在行业积累、沉淀的多项专有技术、工艺和质量管控能力，形成了产品独特优势，

已发展成为铸造行业综合型领先企业之一。公司已连续三届（每届四年）被中国铸造协会评选为

“中国铸造行业综合百强企业”，排名稳步提升，在 2018 年评选的第三届“中国铸造行业综合百

强企业”中排名第七位，入选国家第三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制冷压缩机零部件）。 

（二）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主要采取“以产定购”的采购模式。对于大宗用量、市场价格存在波动的原材料，如生

铁、废钢等，根据未来销量预测及现有生产情况进行按需采购或战略储备；对于其他原材料，则

根据生产需求提报采购计划，以招标采购或询价采购方式实施采购。 

2.生产模式 

公司产品主要系定制生产，采取“以销定产”为主、“产销结合”为辅的生产模式。 

精密事业部依据客户订单和以往的市场规律，参考成品库存，编制下月份的《营销计划》，经

审批、评审后，将《营销计划》转化为《生产计划》并按照该计划生产。重工事业部根据市场走

势预测和客户初期商谈结果，在与客户约定的交货时间前三个月进行生产（公司工程机械零部件

产品主要销往海外）。 

3.定价模式 

公司产品的首次定价方式采用成本加成的定价策略，综合考虑原材料价格、制造成本、人工

成本、订单数量、汇率等因素，在此基础上结合产品在不同市场的竞争情况确定合理的利润水平，

并通过与客户协商确定最终销售价格。公司产品定价在首次报价的基础上采用“价格联动”的定

价方式，即当主要原材料价格和汇率（如为外销）变动超过一定幅度时，双方约定在一定周期内

根据该周期内的平均原材料价格和平均汇率对产品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4.销售模式 

公司主要定位于为细分业务领域龙头企业服务，主要采取直销模式。因公司主要产品的定制

属性，与客户均为长期稳定供货关系，通过与主要客户签订长期框架性协议，约定生产、交付、

付款等事宜。 



（三）行业情况说明 

本公司所处行业为金属铸造行业，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告最

新修订后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公司所处行业为“C 制造业”下第 33 大类

“金属制品类”下第 3391 小类“黑色金属铸造”；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

引》（2012 年修订），公司所处行业为“C33 金属制品业”。 

1.宏观经济环境 

受新冠疫情、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等因素影响，2020 年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根据国家统计局

数据显示，我国 GDP 总额 1,015,986 亿元亿人民币，比上年同比增长 2.30%，增速为近 5 年来最

低水平。 

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对宏观经济环境带来严峻挑战，国内外经济整体下行压力加大。一季度，

疫情的爆发对经济及企业造成了一定影响，多行业上下游供应商、客户复工推迟，开工率不足，

市场需求萎靡。二季度开始，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行业实现有序复工复产、消费需求得

以释放，市场销售逐季度环比改善。随着国家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复工复产、稳

经济政策发力，机械、汽车、家电等下游行业快速复苏。中国率先实现经济复苏，成为 2020 年全

球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2.下游终端行业 

铸造行业是众多产品和高端技术装备创新发展的基础保障，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处于不可或缺

的地位。公司客户多为家电制造商、工程机械集团、汽车一级零部件供应商，公司的产品主要应

用于白色家电领域、工程机械领域以及汽车领域。 

白色家电领域：①受疫情影响，扣除价格因素，全国居民人均收入下降，人均消费支出下降，

消费行为趋于谨慎。②我国白色家电行业经过多年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行业集中度进一

步提升，龙头企业市场份额持续提升。③新冠疫情的爆发对国内外房地产、商旅餐饮行业等带来

一定的的负面影响，对家用空调及商用制冷市场等造成了冲击，波及上游空压件产业。④当前我

国白色家电市场是以替换购买为主的消费市场，但随着新能效的实施，居民收入水平的触底反弹

和长期稳步提升，市场将迎来新一轮发展。 

机械工程领域：①工程机械产品市场需求主要受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矿

山开发规模等因素影响，因此工程机械行业与国内外宏观经济密切相关；②公司工程机械零部件

产品以出口为主，主要客户涉及法国、意大利、美国、芬兰、波兰等，而上述国家受疫情反复持

续影响，相关行业需求减少。③随着上述各国持续扩大疫苗接种的规模，海外市场有望进入收获

期。 

汽车领域：①汽车行业的发展与宏观经济关联度极高，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将刺激或抑制汽

车消费。由于汽车工业有较大的经济拉动作用，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提下，相关行业的政策

支持是汽车工业持续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②我国汽车产业经过多年发展，已形成较为完整的产

业体系。已成为全球汽车工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国内的汽车保有量规模持续攀升，更新

换代速度加快，汽车零部件制造产业规模将持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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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0,385,682.45 2,259,030,367.56 16.44 2,152,137,486.80 

营业收入 1,948,873,386.44 2,048,132,074.72 -4.85 1,995,513,625.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44,998,939.33 173,712,353.91 41.04 140,367,679.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92,703,224.19 144,642,076.31 33.23 115,912,221.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775,552,340.94 1,166,040,474.10 52.27 1,016,859,533.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62,647,820.82 103,036,781.08 57.85 239,996,501.45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64 0.47 36.17 0.3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64 0.47 36.17 0.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7.76 15.98 增加1.78个百分点 14.87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财务数据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416,279,528.81 461,663,292.08 494,981,131.51 575,949,434.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4,291,577.85 46,488,337.64 56,311,003.36 97,908,020.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36,891,281.27 40,348,937.02 27,313,410.16 88,149,595.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1,404,643.36 101,354,218.55 -58,529,145.23 131,227,39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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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6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6,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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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临汾华翔实业有

限公司 
0 271,135,074 63.80 271,135,074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山西省交通开发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0 45,375,000 10.68 45,375,000 无 0 国有法人 

广州万宝长睿投资有

限公司 
0 17,424,000 4.10 17,424,000 无 0 国有法人 

邓春臣 0 5,617,857 1.32 5,617,857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临汾华越资本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0 5,151,143 1.21 5,151,143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临汾卓翔资本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0 5,151,143 1.21 5,151,143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深圳高升源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0 4,444,000 1.05 4,444,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孙文礼 0 4,321,428 1.02 4,321,428 无 0 境内自然人 

霍尔果斯盛世勤悦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0 1,742,400 0.41 1,742,4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陈法根 1,708,204 1,708,204 0.4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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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1,948,873,386.44 元，同比下降 4.85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244,998,939.33 元，同比增长 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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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下简

称新收入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

的累积影响数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 2020 年 1 月 1 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资产负债表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响 2020 年 1 月 1 日 

预收款项 1,440,576.67 -1,440,576.67 - 

合同负债 - 1,407,064.58 1,407,064.58 

其他流动负债 - 33,512.09 33,512.09 

2.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于 2019 年度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

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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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广东翔泰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100% 

中山华翔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100% 

山西君翔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65% 

临汾承奥商贸有限公司 100% 

山西纬美精工机械有限公司 60% 

WHI 铸造 51% 

武汉华翔腾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00% 

江西聚牛供应链有限公司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