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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20            证券简称：海川智能             公告编号：2021-017 号 

广东海川智能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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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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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08,0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8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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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川智能 股票代码 30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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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部助理 

姓名 林锦荣 卢韵扬 

办公地址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黄龙村委会龙展路

3 号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黄龙村委会龙展路

3 号 

传真 0757-22393561 0757-22393561 

电话 0757-22393588 0757-22393588 

电子信箱 hdmcw@highdream.net hdmcw@highdream.net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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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主营业务为自动衡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主要包括微机组合秤、失重秤、

检测设备及其他配套设备等。公司是国内较早进行自动衡器研发生产的企业，为客户提供个

性化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安装调试、技术培训等环节服务。公司的产品广泛用于食品、

医药、塑料化工等行业的称重计量、连续配料等工序的自动计量。 

 

2、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经营模式主要采取“订单装配式”的生产模式。计划部根据订单及销售预测，参考

库存数量、在制品数量等制定生产计划。生产部、销售部、计划部等部门进行产销沟通，就

前期订单预估与实际达成情况、本期订单预估情况等进行分析，计划部综合产销交流的相关

情况制定并下达生产任务，生产部接收后组织生产。 

 

3、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随着产业升级、人力成本增加、面对个性化需求越来越高、相关制造企业迫切需要提升

生产效率、降低单位成本等因素，促使企业选用自动衡器设备替代生产过程中的称重、配料

等工序，形成自动衡器设备替代人工的趋势。同时公司一直往高端智能衡器方向发展，也受

惠于国家产业政策的扶持和行业市场需求的增长，有望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和十分广阔的市

场空间。 

公司在智能衡器领域的全面开拓，进一步增强了核心竞争力，为公司未来快速发展奠定

了坚实基础。 

 

4、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1）行业发展阶段情况 

目前，智能机器制造是制造业升级的最优方向，而近年来我国智能制造行业也呈现出蓬

勃发展的趋势。随着各项智能制造产业政策逐步落实，各界已形成共识，智能机器制造在未

来制造业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将更加重要，是我国从制造业大国转变为制造业强国的必由之路，

除了带动制造业的整体转型升级外，还将创造新一轮产业升级趋势。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

情冲击了国内经济，改变了许多企业生产经营方式，更多企业从人工生产转向自动化生产，

给企业带来新机遇。 

 

（2）周期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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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下游行业领域广泛，除受到宏观经济周期的影响以外，不存在明显的周期性。重

力式自动装料衡器发展最成熟，目前公司主要产品应用于食品、医药、塑料行业等行业，受

宏观经济波动影响较小，由于本行业与下游行业具有高度的联动性，所以本行业也没有非常

明显的周期性。 

 

（3）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是国内同时能够为客户提供动态组合称重和连续自动混合配料系统解决方案的企业。公

司部分产品通过广东省科学技术厅评定，被评定为《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和《高新技术企

业》；目前公司有拥有海川智能、顺力德和广东安本3个品牌，其中，英文商标“HDM”受到国

内外客户和市场的高度认可。根据中国计量协会关于微机组合秤产品的统计数据，公司该产

品销量位列国内同行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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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264,445.00 175,803,898.28 24.15% 162,061,899.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3,095,650.91 44,351,971.81 64.81% 46,640,869.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8,287,111.61 39,063,971.83 74.81% 40,354,891.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5,351,244.20 49,474,591.76 52.30% 20,537,948.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8 0.41 65.85% 0.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8 0.41 65.85% 0.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48% 9.50% 4.98% 10.66%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586,227,911.57 517,530,870.94 13.27% 495,095,588.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31,405,824.06 478,359,604.62 11.09% 455,551,47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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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86,734.67 43,792,374.72 64,161,635.49 80,023,700.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311,746.99 12,869,736.45 29,326,078.37 23,588,089.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7,111,218.39 10,708,321.21 28,901,321.11 21,566,25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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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731,504.65 12,078,447.80 26,894,586.07 24,646,70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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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1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1,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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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锦康 
境内自然

人 
43.30% 46,761,300 35,070,975   

郑贻端 
境内自然

人 
8.66% 9,355,500 7,016,625   

梁俊 
境内自然

人 
6.81% 7,354,800 5,516,100   

郑雪芬 
境内自然

人 
4.67% 5,038,200 3,778,650 质押 1,470,000 

吴桂芳 
境内自然

人 
4.67% 5,038,200 0   

何文钜 
境内自然

人 
0.81% 880,000 0   

权威 
境内自然

人 
0.27% 289,400 0   

宁波灵均投

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灵均进

取1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26% 278,800 0   

梁兆明 
境内自然

人 
0.21% 231,200 0   

缪来虎 
境内自然

人 
0.20% 214,8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为郑锦康先生，公司股东中郑贻端为郑锦康堂弟，郑雪芬为郑锦康妹妹，吴

桂芳为郑锦康岳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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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0年是充满挑战和机遇的一年，面对突然其来的疫情、国际经济形势不稳定等情形，

公司积极应对，从危机中把握机会，迎难而上。疫情期间，公司一方面积极响应国家防疫要

求，公司内部立即成立了‘应对新型肺炎疫情’工作组，做好疫情防控同时，在各级政府的

帮助支持下，公司率先实现复工复产，另一方面力求发展，继续坚持公司战略规划，稳步推

进计量设备业务和检测设备业务两大板块业务。在疫情防控、经营业绩、技术研发方面均取

得较好成果，保障了公司稳健经营。 

报告期内公司众志成城、抗击疫情、以危为机，在自动化生产需求加速增长的机遇中抓

住了先机，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1,826.4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4.15%；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7,309.5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4.81%。 

(2)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工作情况如下： 

营销方面 

2020 年，公司面对新冠疫情的不利影响，迅速建立了公司总部和各子公司的防疫工作体系，

在确保生产正常运营下同时也为员工做好保障。在全体员工努力拼搏下，公司成功克服疫情

影响，抓住了自动化生产需求增长的机遇，加速研究新结构、发展新工艺、开发新产品，巩

固与现有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报告期内，公司业绩再创新高，实现了‘稳健、可持续、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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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中长期发展目标。 

研发能力建设和产能建设方面 

 公司始终坚持创新引领路线，高度重视技术创新。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同时

整合各子公司研发团队资源，及时开发出满足市场和客户需求的新产品，巩固和保持公司在

行业中的技术优势。报告期内《2层智能组合秤及失重秤扩产项目》及《定量智能称重技术

研发中心扩建项目》有效执行，预计在未来能释放更多产能。 

管理提升方面 

 2020 年，公司始终坚持提升管理效益，通过优化各项管理，进一步提升了效率。通过加强

计划控制和优化工序工艺，在实现降本增效的同时，还明显提升了生产效率，在客户数量不

断增加、产品型号种类和工艺技术要求复杂的情况下保证了按时交货。通过流程的不断优化

和完善，确保内部控制与公司发展战略相适应。通过加大人才引入，加强内部培训，确保人

力资源方面能满足公司的业务增长需求。 

设立合资公司，拓展智能仪表领域 

合资公司主营经营范围为研发、制造、销售智能计量设备及仪表。目前，该合资公司已完成

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正式投试产，目前主营产品为智能水表，随着全国城镇供水设施改造与

建设的不断推进，逐步进行传统机械水表向智能水表的替换，设立合资公司，可以拓展公司

智能仪表制造领域，提升海川品牌在计量设备市场的知名度和海川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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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量设备 181,139,984.02 74,547,933.94 58.85% 28.24% 28.24%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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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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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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20年8月2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

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公司与自然人段飞红、谢东中共同出资设立《佛山市海川智能仪

表有限公司》，合资公司投资总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其中，公司以自有货币资金出资人民

币850万元，占投资总额的85%； 

合资公司于2020年9月9日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由佛山市顺德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根据合资公司的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报告期内，合

资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广东海川智能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郑锦康 

2021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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