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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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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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0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为 87,163,846.86元,母公司 2020年末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445,904,210.57元。公

司 2020 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0.3元，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2,878.20万元（含税）。本次分配预案尚需提交 2020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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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星锚链 601890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肖莉莉 陈泳辰 

办公地址 
江苏省靖江市东兴镇何德村江苏亚

星锚链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公室 

江苏省靖江市东兴镇何德村江苏亚

星锚链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公室 

电话 0523-84686986  0523-84686986  

电子信箱 XLL@ASAC.CN  CYC@ASAC.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主要业务 



公司是世界锚链行业专业化从事船用锚链、海洋系泊链和矿用链的生产企业，是我国船用锚

链、海洋平台系泊链生产和高强度矿用链生产基地。公司主要产品为船用锚链和附件、海洋平台

系泊链及其配套附件和高强度矿用链条及其配套附件。公司生产的锚链及系泊链产品分别是维系

船舶和海洋工程设施安全的重要装置，是海上系泊定位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为船舶、海洋工程

行业的配套行业。公司的高强度矿用链条主要用于国内主流煤矿企业。公司产品50%左右出口至

日本、韩国、欧洲、美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2、经营模式 

采购模式： 

客户通常根据项目需要确定所需链条的规格和等级，并确定相应产品。公司根据订单的要求

进行原材料钢材的采购，公司通常与主要钢材供应商签订全年框架协议，并根据生产任务提前与

供应商签订供货合同，以保证原材料的质量，材料到货后，公司根据技术要求、采购规范等入库

报检，并跟踪到材料合格入库。 

生产模式： 

公司采用按订单生产、分工序制作的生产模式。依据锚链制造工序的不同，公司下设有制链

车间、热处理车间、锻造车间、金工车间等车间，负责锚链生产制造的各个工序。 

销售模式： 

公司采用以销定产模式。产品的销售，在国内大部分由用户直接订购，在国际上则由用户直

接订购和中间商代理相结合的模式。 

3、行业情况说明 

2020年，我国船舶行业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以载

重吨计分别占世界总量的43.1%、48.8%和44.7%。但受世界经济复苏放缓、生产成本上升等影响，

我国船舶工业保持平稳健康发展仍面临严峻挑战。 

2020 年布伦特原油全年平均价格约 40.49 美元/桶，较 2019 年均价下降 37%，各大油气公司

纷纷下调资本性支出。据国际权威机构 IHS Markit 2020 年 12 月份测算，2020 年全球海上油气资

本支出跌至 895 亿美元，较 2019 年减少 14%，海洋油气工程行业总体价格水平呈下降趋势。 

4、产能状况 

本公司的产能状况主要体现在船用锚链、海洋石油平台系泊链及高强度矿用链上，2020 年公

司产能为 26 万吨，其中船用锚链 15 万吨，海洋石油平台系泊链 8 万吨，高强度矿用链 3 万吨。 

（相关数据来源：中国船舶工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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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7,675,969.40 3,896,437,318.03 3.37 3,775,840,557.90 

营业收入 1,108,893,177.50 1,284,082,819.76 -13.64 1,037,512,425.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87,163,846.86 89,905,431.87 -3.05 -14,683,223.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6,754,264.02 50,666,337.93 -7.72 -50,233,165.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3,053,743,648.39 2,995,361,801.53 1.95 2,905,456,369.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56,801,911.99 116,888,207.03 34.15 35,298,603.0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1 0.094 -3.19 -0.0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1 0.094 -3.19 -0.0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8 3.05 
减少0.17个

百分点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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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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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312,416.45  263,264,304.29 288,148,484.16  268,167,972.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9,405,493.76  21,321,091.39 26,887,807.17 19,549,454.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5,717,923.06  16,968,611.69 11,965,455.46 2,102,273.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3,442,183.23  21,510,642.76 100,702,128.84 -28,853,04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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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94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25,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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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 



状态 

陶安祥 0 265,793,716 27.7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陶兴 0 71,832,252 7.4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施建华 0 10,404,147 1.0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刘斌 -407,500 6,772,500 0.7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陶良凤 0 6,113,000 0.6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周琢鸿 5,427,290 5,427,290 0.5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桂琴 0 4,750,190 0.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顾纪龙 0 4,500,000 0.4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沈义成 -1,000,114 4,288,000 0.4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陶媛 -1,660,000 3,535,226 0.3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实际控制人陶安祥、施建华、陶兴、陶媛属于一致行动人。其中，

施建华女士系陶安祥先生的配偶，陶安祥与陶兴为父子关系，陶安

祥与陶媛为父女关系，陶安祥与陶良凤为堂叔侄关系。未知上述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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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度生产船用锚链107,176吨，比去年同期增加6,526吨，增幅6.48%；生产系泊链24,318

吨，比去年同期增加515吨，同比增幅2.16%。本报告期内总销售126,469吨，同比去年减少9,233

吨，同比下降6.8%，其中销售船用锚链及附件111,119吨，比去年同期增加902吨，同比增幅0.82%；

销售系泊链15,350吨，比去年同期减少10,135吨，同比减幅39.77%。 

2020 年全年完成销售收入 11.09 亿元，同比下降 13.64%，报告期实现的净利润为 8,716.38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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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

项目名称和金额)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的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 

第四届董事会第

九次会议 
详见其他说明 

其他说明： 

财政部于2017年 7月 5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2017年修订）》（财会〔2017〕

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规定，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应当根据累积

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初（即 2020 年 1 月 1 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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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决议通过，本

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前述新收入准则。 

执行新收入准则的主要变化和影响如下： 

本公司将因提供产品销售而预先收取客户的合同对价从“预收款项”项目变更为“合同负债”

及“其他流动负债”项目列报。同时，运输费用作为履行合同约定发生的成本，本年度将原在销售

费用核算的运输费用调整至营业成本核算并列示。 

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首次执行日合并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负债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原列报金额 

累计影响金额 2020 年 1 月 1 

日列报金额 分类 重新计量 小计 

预收款项 140,807,845.90 -140,207,165.67 - -140,207,165.67 600,680.23 



资产负债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原列报金额 

累计影响金额 2020 年 1 月 1 

日列报金额 分类 重新计量 小计 

合同负债 - 136,716,676.12 - 136,716,676.12 136,716,676.12 

其他流动负债 61,122,125.34 3,490,489.55 - 3,490,489.55 64,612,614.89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公司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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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简称 
持股比例

(%) 

表决权比例

（%）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靖江亚星进出口有限公司 亚星进出口 100.00 100.00 1,000.00 锚链出口销售 

江苏亚星锚链制造有限公司 亚星制造 100.00 100.00 35,000.00 锚链制造及销售 

亚星锚链（马鞍山）有限公司 亚星马鞍山 100.00 100.00 312.00 锚链制造及销售 

亚星（镇江）系泊链有限公司 镇江亚星 100.00 100.00 52,613.38 锚链制造及销售 

亚星（马鞍山）高强度链业有限

公司 
高强度链业 92.88 92.88 8,000.00 

高强度链制造及

销售 

江苏祥兴投资有限公司 祥兴投资 100.00 100.00 10,000.00 投资与资产管理 

正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正茂集团 54.87 54.87 21,351.00 锚链制造及销售 

镇江正茂计算机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正茂计算机 100.00 100.00 10.00 计算机经营 

镇江正茂机械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正茂技术 100.00 100.00 10.00 机械技术服务 

镇江正茂后勤服务有限公司 正茂后勤 100.00 100.00 10.00 后勤服务 

纯达亚星新动力 10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纯达 10 号 - 100.00 - 

资产管理，投资

管理 

纯达亚星新动力 11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纯达 11 号 - 100.00 - 

资产管理，投资

管理 

（2）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的议案》，使用不超过 30,000 万元人民币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

且在该额度内，可由公司循环使用。公司与上海纯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共同签署了《纯达亚星新动力 10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私募基金合

同》(以下简称“《私募基金合同》”)，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 30,000 万元认购该基金份额。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出资 13,700 万元投资于纯达 10 号，纯达 10 号出资 9,700 万元投资于纯达

11 号。 

 

 

 

                                                    董事长：陶安祥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1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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