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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46                           证券简称：国机精工                           公告编号：2021-028 

国机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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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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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349,078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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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机精工 股票代码 00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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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祥功  

办公地址 郑州市新材料产业园区科学大道 121 号  

电话 0371-67619230  

电子信箱 stock@sinomach-pi.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业务涵盖轴承行业、磨料磨具行业及相关领域的研发制造、行业服务与技术咨

询、贸易服务等，从业务类别，可分为轴承业务板块、磨料磨具业务板块、贸易及工程服务

板块。 

（1）轴承业务板块 

轴承板块的运营主体为轴研所，轴研所创建于1958年，是我国轴承行业唯一的综合性研

究开发机构。轴承板块的主要业务包括轴承、电主轴、轴承行业专用生产和检测设备仪器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及受托技术开发、轴承试验和检测等业务。轴承板块主要产品为以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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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轴承为代表的特种轴承、精密机床轴承、重型机械用大型（特大型）轴承、机床用电主轴

等。特种轴承主要服务于我国国防军工行业，精密机床轴承和机床用电主轴主要应用于机床

行业和机床维修市场，重型机械用大型（特大型）轴承包括盾构机轴承及附件、风力发电机

偏航和变桨轴承、冶金轴承及工程机械轴承。轴承业务板块的主要利润来源于特种轴承，近

几年，随着我国国防军工事业的发展，公司特种轴承业务增长明显。 

公司持股40%的联营企业中浙高铁成立于2016年，系公司与光明铁控股有限公司、中车

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和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组建。中浙高铁的业务范围为高铁

轴承、地铁轴承、大功率机车轴承等轨道交通轴承的研制和生产销售。中浙高铁的轨道交通

轴承业务处于培育期，产品尚处于研发阶段。 

轴承业务板块的子公司及主要联营公司如下： 

 

2、磨料磨具业务板块 

公司磨料磨具业务主要集中于超硬材料（指金刚石和立方碳化硼两类材料）制品、行业

专用生产和检测设备仪器的研究、生产和销售以及磨料磨具产品的检测业务。 

磨料磨具板块的运营主体为三磨所，三磨所创建于1958年，是我国磨料磨具行业唯一的

综合性研究开发机构。三磨所现拥有陶瓷结合剂、树脂结合剂、金属结合剂、电镀金属结合

剂等超硬磨料磨具及行业专用生产、检测仪器设备等生产线，主要产品包括V-CBN磨曲轴/

凸轮轴砂轮、半导体封装用超薄切割砂轮和划片刀、晶圆切割用划片刀、磨多晶硅和单晶硅

砂轮、磨LED砂轮、CNC工具磨床配砂轮、CMP用陶瓷载盘、金刚石研磨液、锻造六面顶压

机等产品，主要应用于汽车、芯片产业、LED、光伏、制冷、工具、行业专用设备等行业。

三磨所作为中国超硬材料行业的引领者、推动者，自成立以来，解决了众多制约行业发展的

重大、共性、关键技术。 

三磨所持股50.05%的控股子公司新亚公司的主要产品为金刚石复合片及锥齿、金刚石拉

丝模坯料、切削刀具用复合超硬材料。金刚石复合片和锥齿具有较高的耐磨性、耐热性和抗

冲击性，主要应用于石油、天然气、煤田地质钻探。凭借优异的产品性能、稳定的产品质量

以及雄厚的研发实力，新亚公司已成为中国重要的高端复合超硬材料供应商。 

磨料磨具业务板块的子公司及主要联营公司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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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贸易及工程服务板块 

贸易及工程服务板块的运营主体为中机合作，中机合作创建于1981年，一直是我国具有

较大影响力的磨料磨具进出口公司，在磨料磨具进出口领域，中机合作积累了广泛的客户和

供应商资源，享有较高声誉。近几年，为拓展发展空间，中机合作借助原有市场资源，开始

进入工程服务业务，一是成为项目承包商，二是为工程项目所需物品组织货源。 

贸易及工程服务板块的子公司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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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5,123,651.04 2,085,129,258.09 12.95% 2,065,970,26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2,273,163.47 27,511,314.57 126.35% 22,906,65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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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477,648.53 -33,036,234.64 140.80% 10,865,154.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0,808,432.62 70,226,278.71 442.26% -65,195,221.8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88 0.0525 126.29% 0.04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88 0.0525 126.29% 0.04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7% 1.03% 1.24% 0.87%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4,736,916,042.36 4,617,452,716.68 2.59% 4,579,182,205.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773,783,345.18 2,704,489,729.18 2.56% 2,658,386,34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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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097,516.87 672,536,324.68 582,563,079.76 746,926,729.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012,297.76 57,186,150.42 31,848,543.95 7,250,766.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311,210.49 45,600,437.27 26,129,846.50 -24,941,424.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740,408.80 155,031,813.40 -68,956,448.18 305,473,47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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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655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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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机械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0.05% 262,452,658 109,528,660   

长城（天津）股

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责任公

司－长城国泰

－定增 1 号契

约型私募投资

基金 

其他 9.51% 49,846,419 0   

国机资本控股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7% 6,121,093 6,121,093   

黄志成 境内自然人 1.11% 5,837,800 0   

刘子翔 境内自然人 0.29% 1,517,500 0   

郑嘉露 境内自然人 0.16% 859,8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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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13% 656,217 0   

冯俊弟 境内自然人 0.12% 648,800 0   

曹秀珍 境内自然人 0.12% 635,000 0   

郑兰桂 境内自然人 0.10% 544,84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为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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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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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复杂多变的竞争环境、艰巨繁重的企业改革发展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

情的严重冲击，公司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主业做实做强”，

以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为中心，重点推进“战略引领、主业做强、管理提升、机制变革、

党建融合”等各项工作，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机制变革迈出重要步伐，运行质量不断提高，

经营绩效持续增长。 

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55亿元，同比增长12.95%；实现毛利润5.61亿元，同比增长

8.88%；实现利润总额11,143.57万元，同比增长51.3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227.32万元，同比增长126.35%。 

2020年公司主要工作如下： 

1. 强化战略引领，竞争能力持续增长。2020年是收官“十三五”、谋划“十四五”之年。公

司一手抓当期任务落实，一手抓未来发展规划，不断加强战略引领与执行。立足当期，以高

质量发展为目标，进一步完善绩效指标考核体系，强化重点项目管控、强化增量文化牵引，



国机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6 

实施了开拓市场、提质增效、协同营销、深化改革等一系列有效措施，经营绩效持续增长。

着眼长远，把推进高质量发展作为制定企业“十四五”规划的主题，认真总结企业发展规律，

着力研究解决企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组织编制公司“十四五”发展规划。 

2.聚焦主业做强，结构调整持续优化。围绕“把产品做好”和“做好的产品”，通过科技创新、

产品创新与服务创新，推进主业做实做强，提升产业链价值创造能力。一是科技创新有效推

进。以“锻造精工所长、服务国家所需”为己任，主动承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和重点项目。轴

研所获批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二是产品创新得到加强。深化实施质量效率提升计划，用追

求卓越、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严格规范的管理要求，不断提高质量、成本控制能力与水平；

有效推进产品结构调整重点项目，在“选对项目、选对项目负责人、激励到位”上下功夫，集

中力量和资源着力打造支撑企业生存发展的规模性领先产品。三磨所获得“2018—2019年度河

南省省长质量奖”。三是服务创新持续提升。围绕主业发展强化服务创新，推动产品竞争向产

品集成、整体解决方案竞争的制造服务业务转型升级，推进“两面市场”资源整合业务协同，

爱锐科技、采购物流、营销中心等平台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和有效突破。 

3.深化管理提升，运营效能持续增强。紧扣高质量发展内涵要求，按照“提质增效、强基

固本，务实创新、长效机制”的工作思路，扎实开展管理精进、两化融合、风险防控等各项工

作。一是构建管理提升长效机制。认真落实国资委及集团开展对标世界一流管理提升行动的

工作要求，以构建高质量发展运营体系为主线，按照“对标先进、闭环关差、求真求效、务实

创新”的原则，针对经营管理中影响效率效益的突出问题，开展质量、成本、亏损治理、两金

管控、职能管理等专项提升工作，逐步形成“实践、总结、推广”管理提升长效机制。二是加

强两化融合信息赋能。加快推进两化融合能力建设工作，着力提升财务、人力资源、科技质

量及供应链等管理信息化的覆盖率、应用面，加强已建成平台和应用模块的使用培训、应用

支持、分享交流与迭代改进等工作，逐步实现信息系统一体化、标准化、集约化、精细化。

三是深化风险管控体系建设。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健全内控制度流程，完善合规

管理机制，严格履行监督职责，重点防控投资、经营、安全、稳定等领域风险，强化安全管

理体系，推进风险防控工作体系化运行、业务端延伸、网格化覆盖，在复杂多变的经营环境

中保障企业健康稳定发展。 

4.推进科改示范，发展动能持续激发。按照《科改示范行动方案》等国企改革文件要求，

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以完善法人治理机制提升治理能力，以健全市场化选

人用人机制聚合人才力量，以深化价值管理激励约束机制提升创造活力，科改示范行动有序

推进、不断深化。 

5.落实党建责任，政治优势持续发挥。围绕中心抓党建，积极实施“党建巩固深化年”专

项行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一是强化政治建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强党员干部党性锻炼。二是强化“把方向、管大局、促落实”。

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三是强化“战斗

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围绕中心抓党建，服务发展解难题”，深入推进“一支部一课题”等

特色活动，不断强化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持续打造“双创”平台，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充分发挥党员突击队、党员示范岗的先进带动作用。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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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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轴承 429,571,245.93 271,607,425.18 36.77% 26.93% 30.90% -1.92% 

超硬材料及制品 480,188,321.83 245,356,434.79 48.90% 4.16% -0.17% 2.22% 

技术服务 111,922,606.59 61,356,392.28 45.18% 2.83% -10.12% 7.90% 

贸易及工程承包 1,058,320,430.29 994,790,284.22 6.00% 8.59% 8.98%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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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2017年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应当根据累积影响数

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准则的规定，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

整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该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对2020年1月1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1）部分原按照完工百分比法确认

收入的工程合同，因不满足在一段

时间确认收入的条件，改为按控制

权转移时点确认收入。 

财政部统一

规定 

存货 -236,570.28  

未分配利润 -236,570.28  

（2）将不满足无条件收款权的已完

工未结算、应收账款重分类至合同

资产。 

财政部统一

规定 

应收账款 -2,408,070.73  

存货 -111,397,698.58  

合同资产 113,248,780.82  

递延所得税资产 139,247.12  

未分配利润 -417,741.37  

（3）将已收客户对价而尚未向客户

转让商品的义务的预收账款重分类

至合同负债。 

财政部统一

规定 

预收款项 -35,127,519.93 -666,660.21 

合同负债 31,764,189.95 590,770.49 

其他流动负债 3,363,329.98 75,889.72 

 

       首次执行新准则各项目调整情况的说明： 

1.子公司中国机械工业国际合作有限公司依据投入法重新计量工程收入进度，减少存货236,570.28元、由此减少期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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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收益236,570.28元； 

2.将应收账款（净值）重分类至合同资产2,408,070.73元，存货重分类至合同资产111,397,698.58，并计提合同资产减值

准备556,988.49元，对应补充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139,247.12，由此减少留存收益417,741.37元； 

3.预收账款重分类至合同负债31,764,189.95元，其他流动负债3,363,329.98元。 

 

与原收入准则相比，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度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增加/（减少））： 

受影响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对2020年12月31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合同资产 103,542,207.21  

应收账款 -1,498,149.20  

存货 -102,793,412.50  

递延所得税资产 128,196.05  

未分配利润 -621,158.44  

合同负债 93,864,842.49 6,800,315.60 

预收款项 -101,260,379.16 -7,684,356.62 

其他流动负债 7,395,536.67 884,041.02 

 

受影响的利润表项目 对2020年度发生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营业成本 11,666,656.18  

销售费用 -11,666,656.18  

信用减值损失 53,124.50  

资产减值损失 -97,328.78  

所得税费用（递延） -11,051.07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 

财政部于2019年12月10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财会〔2019〕21号，以下简称“解释第13号”），自2020

年1月1日起施行，不要求追溯调整。 

①关联方的认定 

解释第13号明确了以下情形构成关联方：企业与其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成员单位（包括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合营企业或

联营企业；企业的合营企业与企业的其他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此外，解释第13号也明确了仅仅同受一方重大影响的两方或

两方以上的企业不构成关联方，并补充说明了联营企业包括联营企业及其子公司，合营企业包括合营企业及其子公司。 

 

②业务的定义 

解释第13号完善了业务构成的三个要素，细化了构成业务的判断条件，同时引入“集中度测试”选择，以在一定程度上简

化非同一控制下取得组合是否构成业务的判断等问题。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解释第13号，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解释第13号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

生重大影响。 

 

（3）执行《碳排放权交易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 

财政部于2019年12月16日发布了《碳排放权交易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财会[2019]22号），适用于按照《碳排放权

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开展碳排放权交易业务的重点排放单位中的相关企业（以下简称重点排放企业）。该规定自

2020年1月1日起施行，重点排放企业应当采用未来适用法应用该规定。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该规定，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该规定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

响。 

 

（4）执行《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 

财政部于2020年6月19日发布了《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20〕10号），自2020年6月19

日起施行，允许企业对2020年1月1日至该规定施行日之间发生的相关租金减让进行调整。按照该规定，对于满足条件的由新

冠肺炎疫情直接引发的租金减免、延期支付租金等租金减让，企业可以选择采用简化方法进行会计处理。 

本公司对于属于该规定适用范围的租金减让全部选择采用简化方法进行会计处理并对2020年1月1日至该规定施行日之

间发生的相关租金减让根据该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本公司作为承租人采用简化方法处理相关租金减让冲减本期管理费用合计人民币1,358,302.83元。 

本公司作为出租人采用简化方法处理相关租金减让冲减本期营业收入人民币2,165,974.8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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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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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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