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2559                证券简称：亚威股份             公告编号：2021-021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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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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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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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556,233,553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1.5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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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威股份 股票代码 002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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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娟 曹伟伟 

办公地址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黄海南路仙城工业园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黄海南路仙城工业园 

电话 0514-86880522 0514-86880522 

电子信箱 ir@yawei.cc ir@yawei.cc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包括三大板块：金属成形机床业务、激光加工装备业务、智能制造解

决方案业务。各业务概况及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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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属成形机床业务下游需求强势回暖，自动化水平持续提升 

公司的金属成形机床业务主要产品包括数控折弯机、数控转塔冲床、压力机等主机产品和钣金自动化

柔性加工设备、卷板加工机械等自动化成套生产线。 

报告期内，公司的金属成形机床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0.71亿元，同比增长11.58%。2020年3月以来，金

属成形机床行业下游需求强势回暖，订单呈现加速增长的态势。公司继续加大高端产品的市场拓展力度，

数控折弯机年销售超2300台套，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升；紧抓疫情后市场对柔性化、智能化设备不断扩大

的需求，自动化成套生产线订单同比增长76%，其中钣金自动化柔性加工设备订单突破2亿元增长逾倍；积

极推进新产品业务的培育和拓展，压力机形成批量化销售。公司在金属成形机床行业细分领域的龙头地位

和品牌形象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提升，盈利能力稳步增强。 

2、激光加工装备业务订单规模保持增长，持续推动全产业链发展 

公司的激光加工装备业务主要产品包括二维激光切割机、二维激光柔性切割单元、三维激光切割系统、

激光切管设备、激光焊接系统及自动化成套生产线；精密激光加工设备等。 

报告期内，公司的激光加工装备业务实现营业收入4.91亿元，同比增长10.18%。金属材料激光加工设

备业务积极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在坚持行业中高端定位的同时，强化母公司与亚威创科源的协同共促，

采用灵活的销售策略，丰富产品系列，积极拼抢订单，全年订单总额增长14%；新产品拓展取得新成效，

三维激光切割机进入汽车热成型和新能源电池等高端行业，激光焊接已形成多行业销售布局。努力克服疫

情对精密激光加工设备业务合资合作的影响，加强与韩国LIS的沟通与协调，强化人员技能和市场基础的

储备，亚威艾欧斯办公生产设施建成投入使用，为后续业务的加速开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3、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业务订单大幅增长，提供软硬件一体化服务能力增强 

公司的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业务主要产品包括工业机器人、工业管理软件、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平台、仓

储物流自动化系统、设备自动化和产线智能化改造等。 

报告期内，公司的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业务实现营业收入0.76亿元，同比增长22.37%。全年实现订单1.10

亿元，同比增长89%。工业机器人业务集中力量加强自主外部市场的开拓，全年订单增长108%，在汽车、

船舶等行业市场份额得到稳固和扩大，并在工程机械、航空航天等领域取得订单突破；工业管理软件实现

产品化销售，为下游客户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软件产品及服务的能力逐步提升；聚焦并加速工业互联网平

台建设，“亚威智云”入选为工信部“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项目”，在疫情严重期间帮助300余家客户解决各类

问题，服务效率提升30%以上，有力帮助下游企业客户复工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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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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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1,638,642,385.52 1,468,129,704.67 11.61% 1,532,884,430.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5,640,415.24 97,065,812.65 39.74% 111,527,129.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03,051,772.64 89,078,594.59 15.69% 88,515,442.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8,696,379.97 246,900,799.13 4.78% 104,286,341.4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27 0.1771 37.04% 0.20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50 0.1771 38.34% 0.20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34% 6.09% 2.25% 6.84%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3,749,239,614.86 2,985,353,028.45 25.59% 2,388,664,883.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10,136,602.69 1,589,731,520.10 7.57% 1,639,485,61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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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632,176.21 472,430,061.34 449,718,714.44 441,861,433.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099,362.51 46,147,749.34 39,789,039.12 31,604,264.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2,432,940.53 40,470,601.06 23,655,580.26 26,492,650.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3,681,307.72 46,377,421.76 -35,873,722.65 144,511,37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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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3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3,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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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亚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45% 41,456,751 0   

冷志斌 境内自然人 4.02% 22,394,895 16,796,171 质押 5,598,720 

吉素琴 境内自然人 3.90% 21,713,247 16,284,935 质押 5,428,310 

闻庆云 境内自然人 2.39% 13,312,152 0   

施金霞 境内自然人 2.24% 12,475,968 9,469,476 质押 3,006,490 

张敬兵 境内自然人 2.08% 11,573,400 0   

王宏祥 境内自然人 1.87% 10,415,712 0   

周家智 境内自然人 1.82% 10,158,10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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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恩海 境内自然人 1.45% 8,082,049 6,174,036   

朱鹏程 境内自然人 1.44% 8,001,462 6,113,59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吉素琴、冷志斌、闻庆云、施金霞、王宏祥、周家智均为江苏亚威科技投

资有限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系江苏亚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的关联自然

人，但以上各方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其他股东未知是否有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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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无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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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一方面，COVID-19疫情导致国际宏观形势不稳定因素增多，全球经济下行，

国内部分行业和产品市场也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和洗牌；另一方面，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强势复苏，下游行

业需求逐步加速释放，制造业企业迎来广阔的发展机遇。亚威股份坚持行业中高端定位，持续加大技术创

新力度，加快智能升级步伐，优化内部产能效率，经营业绩稳步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39亿元，较去年同期相比上升11.61%；实现营业利润1.57亿元，同比

增长35.5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6亿元，同比增长39.7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03亿元，同比增长15.69%。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经营情况如下： 

抢抓市场中高端需求，销售规模大幅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各销售部门齐心协力，抢抓下游客户中高端市场需求，订单总额同比增长26%，创历

史新高。其中：金属成形机床业务订单同比增长29%，继续加大高端产品的市场拓展力度，数控折弯机年

销售超2300台套，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升；紧抓疫情后市场对柔性化、智能化设备不断扩大的需求，自动

化成套生产线订单同比增长76%，其中钣金自动化柔性加工设备订单突破2亿元增长逾倍；积极推进新产品

业务的培育和拓展，压力机形成批量化销售，高端激光落料线实现首台套突破。激光加工装备业务订单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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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增长14%，新产品拓展取得新成效，三维激光切割机进入汽车热成型和新能源电池等高端行业，激光焊

接已形成多行业销售布局。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业务订单同比增长89%，工业机器人业务集中力量加强自主

外部市场的开拓，全年订单增长108%，在汽车、船舶等行业市场份额得到稳固和扩大，并在工程机械、航

空航天等领域取得订单突破；工业管理软件实现产品化销售。 

坚持推进技术创新，产品技术持续升级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技术领先”战略，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产品技术水平。金属成形机床业务：

完成系列折弯机配置性能的迭代升级和直驱伺服折弯机、动态闭环补偿折弯机等新机型的研制，进一步提

高了市场竞争能力；数控板料折边单元产品系列化有序推进，完成全电伺服折边机的研制，效率较液压式

折边机提升67%；冲割复合机冲压、切割、攻丝复合加工工艺进一步优化，缩小了与国际先进同行之间的

差距。激光加工装备业务：完成万瓦级激光飞行穿孔和快速切割、焦点补偿功能、抖动抑制功能、智能收

刀等工艺开发，金属材料激光加工设备面向不同细分市场的竞争力得到有效提升；亚威艾欧斯首台套太阳

能光伏设备样机交付客户试用，得到了客户的初步认可。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业务：不断加大数控系统软件

的自主开发推广力度，折弯机数控系统、机器人激光加工系统已实现客户批量使用；不断扩大工业机器人

产品应用领域，完成了喷涂专用四轴机器人的研发；钣金行业MES通过了用友软件标准化产品测试并发布。

同时公司不断推进研发项目规范管理，报告期内获批工信部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供应商项目、江苏省科技成

果转化专项、江苏省标识解析二级节点项目；获授权专利15项，软件著作权14项；主导和参与制订国家、

行业标准13项。 

完善组织生态体系，管理能力有效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以新一轮发展战略为指引，推动“内涵式增长”+“外延式扩张”双轮驱动战略实施。

努力克服疫情对精密激光加工设备业务合资合作的影响，加强与韩国LIS的沟通与协调，强化人员技能和

市场基础的储备，亚威艾欧斯办公生产设施建成投入使用，为后续业务的加速开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参股

苏州深通新材料有限公司，布局高端OLED发光材料业务，提升精密激光产业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深化“以

人为本”理念，实施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结合

在一起。继续加强全过程质量管理和质量信息化建设，产品一年期故障同比改善29%。全面推广MES系统

应用，结合6S管理提升工程，有效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升，数控折弯机月人均产出台套数同比提高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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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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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设备制造业 1,638,642,385.52 156,996,012.67 26.68% 11.61% 35.58% -2.59%注 

注：2020年度因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与合同履行相关的销售费用运输费2,231.12

万元计入营业成本，对毛利率造成了一定影响。按照上年度可比口径调整后公司2020年度毛利率为28.04%，

同比减少1.23%；金属成形机床、激光加工装备、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三大业务毛利率分别为31.69%、19.93%、

29.09%，同比分别变化0.53%、-4.92%、-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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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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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6月，公司发起设立江苏亚威艾特斯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截止2020年12月

31日尚未实际出资,该公司2020年度未发生业务。自2020年6月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冷志斌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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