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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01                                证券简称：海伦哲                                公告编号：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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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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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变更为中审众环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

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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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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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伦哲 股票代码 30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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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庆军  

办公地址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宝莲寺路 19 号  

传真 0516-68782777  

电话 0516-87987729  

电子信箱 hlzzqb@xzhlz.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海伦哲”由“high-range”音译而来，来自于高空作业车的两个主要作业参数“高度（high）、幅度（range）”，寓意

“既高又远”。公司在2011年上市之初，主要从事研发、生产经营高空作业车，以及为电力客户量身打造移动电源车、旁路

带电作业车（组）、电力抢修车等电力应急保障车辆。高空作业车主要应用在电力、市政（路灯）、园林、公安、石化等行业。

移动电源车、旁路带电作业车（组）、埋杆车等各类电力应急保障车辆是为电力客户量身打造，致力于为电力行业客户提供

系统解决方案。产品的销售以直销为主，分为大客户营销及零售业务，辅以少量代理销售。高空作业车作为公司的主要产品，

分为折叠臂、伸缩臂、混合臂、绝缘型四大系列，目前海伦哲是国内产品结构型式非常丰富、产品种类非常齐全、产品作业

高度较高的高空作业车产品及服务提供商，作业高度覆盖7-45米，共60余个规格；在智能化、大高度以及绝缘臂产品系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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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电力应急保障车辆依托公司专业技术能力，坚持服务型制造理念，贴近电力用户需求，整合提供成套解

决方案，近几年发展迅速，已经成为国内产品种类多、功能全，解决方案完备的系统提供商。 

2012年，公司开始进入军品及消防车的研发和生产经营业务领域。军用车辆产品主要用于对军事装备、场地、设施和人

员等遭受*生化袭击、突发事故和火灾等进行侦察侦检、清洗、消除或压制、消防及救援等，消除粘染、火灾并防止污染或

灾害的扩散，使部队快速恢复作战能力。主要客户为解放军陆、海、空、火箭军和武警部队及各地消防队伍和企业专职消防

队。消防装备产品（包括消防车、消防机器人和消防器材）主要用于消防部门消防专业队和专职队的消防以及救援。目前军

品主要包括*生化应急救援和洗消装备、危化品事故应急救援装备两类产品。经营模式为自主研发、生产和销售，以直销为

主、代理销售为辅。业绩的驱动因素主要有企业综合竞争力的提升、技术进步和国家政策以及国家周边地区安全形势等方面。

主要民用产品有系列消防机器人、抢险救援消防车、城市主战消防车、干粉泡沫联用消防车、化学救援和化学洗消消防车、

举高喷射多剂（水、泡沫、干粉）联用多功能（灭火、排烟）消防车、举高喷射消防车等。 

报告期内公司也从事LED显示屏智能驱动电源和小间距LED显示面板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及工业自动化的软件、硬件

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及服务。由于公司经营战略的调整，现主要聚焦军品及特种车辆等高端装备产业，LED及工业自动

化等业务受疫情影响、行业竞争加剧和战略调整的影响，已逐步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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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2,035,690,09

1.12 

1,775,489,39

9.38 

1,729,662,88

9.22 
17.69% 

1,809,714,17

8.78 

1,809,714,17

8.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67,630,057

.75 

45,348,908.6

8 

45,235,544.2

1 
-1,133.77% 

99,030,180.9

4 

99,030,180.9

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81,420,818

.07 

40,667,983.5

6 

40,554,619.0

9 
-1,287.09% 

86,489,510.7

0 

86,489,510.7

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700,722,261.

51 

166,163,262.

18 

192,514,876.

34 
263.98% 

135,970,916.

64 

135,970,916.

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492 0.0436 0.0435 -1,132.64% 0.0959 0.095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492 0.0436 0.0435 -1,132.64% 0.0959 0.09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67% 2.85% 2.80% -36.47% 6.65% 6.65%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2,866,155,95

4.23 

3,517,280,35

3.31 

3,465,552,07

3.06 
-17.30% 

3,309,849,70

1.48 

3,309,849,70

1.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149,668,26

2.59 

1,631,754,24

1.12 

1,631,640,87

6.65 
-29.54% 

1,598,324,67

1.40 

1,598,324,67

1.40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12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资入股赫尔曼•施密茨有限公司暨对外投资的

议案》，同意公司出资 320 万欧元对赫尔曼•施密茨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德国施密茨 51%股权，公司

第二期投资约 304 万欧元，投资后，公司将持有德国施密茨 67%左右的股份。 

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21 日取得德国公证人员发来的公证文件，文件证明 2019 年 4 月 25 日，海伦哲已完成增资，备案文号

202/2019。德国锡根地方法院注册号 HRB9866 号的德国施密茨主要股份，66.53%已由海伦哲持有。公司同时已任命一名有

权签署公司文件的管理人员，且自 2019 年 4 月将德国施密茨作为非同一控制下合并纳入合并范围。 

本期公司聘请律师对德国施密茨的公司章程和相关协议进行重新梳理后发现，根据双方签署的参与协议、德国施密茨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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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及管理规章制度的规定，德国施密茨重要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如年度预算和年度决算的审批、对外投资、资产的购买和

处置、重大租赁活动、融资活动、金融资产的管理、执行董事的任免、管理层职权的划分、变更公司名称或注册地址、利润

分配等，均需提交股东大会表决，且必须经代表 75%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海伦哲公司在德国施密茨的持股比例为 66.53%，

不能对德国施密茨单方面进行控制。故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德国施密茨的长期股权投资进行追溯调整，自

投资开始即不纳入合并范围，并改为具有共同控制的权益法核算，追溯调整 2019 年度合并及母公司财务报表。经本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对该会计差错事项进行更正。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众环专字（2021）0101013 号《2020 年度前期财务报表更正事项的专项鉴证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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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443,775.47 463,374,348.16 497,401,500.20 745,470,467.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86,122.84 -20,966,943.57 -255,993,316.86 -193,155,920.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19,617.92 -20,968,037.15 -257,924,186.34 -201,208,976.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5,963,636.62 91,701,472.59 63,670,903.35 631,313,52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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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49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34,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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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机电

研究所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5.64% 162,822,339 0 

质押 102,360,000 

冻结 14,100,000 

MEI 

TUNG(CHIN
A) LIMITED 

境外法人 12.16% 126,559,261 0   

杨娅 
境内自然

人 
6.06% 63,103,090 47,327,317 质押 62,264,442 

中天泽控股

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00% 52,046,076 0   

丁剑平 
境内自然

人 
4.34% 45,221,322 35,221,322 质押 45,000,000 

徐州国瑞机

械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98% 10,250,000 0   

刘佳佳 
境内自然

人 
0.90% 9,394,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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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国辉 
境内自然

人 
0.78% 8,169,668 0 

质押 8,160,000 

冻结 8,169,668 

杨航宇 
境内自然

人 
0.47% 4,930,000 0   

刘长羽 
境内自然

人 
0.34% 3,557,52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丁剑平先生是江苏省机电研究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直接持有江苏省机电研究所有限

公司 67.78%的股权。江苏省机电研究所有限公司、丁剑平、中天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一

致行动关系。除上述情况外，未知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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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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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空作业车 482,083,486.00 147,942,293.05 30.69% 14.40% 15.65% -0.75% 

电源车 246,643,332.87 85,519,255.56 34.67% 112.64% 95.38% 5.77% 

抢修车 137,440,289.33 61,970,867.05 45.09% 85.81% 53.44% 11.58% 

备件修理服务 74,589,287.37 33,656,917.58 45.12% 18.46% 17.80% 0.31% 

军品及消防车 968,793,459.04 159,980,252.40 16.51% 53.29% 48.58% 2.65% 

智能电源 73,450,938.84 5,916,341.99 8.05% -55.04% -48.62% -11.48% 

自动集成控制

系统 
31,018,243.03 29,481.39 0.10% -86.73% -81.01% -30.12% 

其他 21,671,054.64 -4,266,709.11 -19.69% -17.23% 9.80% -2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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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实现增长，特别是高空作业车、电力保障车辆、军品和消防装备等核心特种车辆的产品销售均创历

史新高，产品毛利和毛利率同比都取得增长，期末在手订单总量也处于历年较高水平。所属的全资子公司连硕科技和巨能伟

业由于疫情影响、竞争加剧及战略调整等各项因素，经营业绩同比往年出现严重下滑，公司据此对收购连硕科技和巨能伟业

所形成的商誉进行了减值测试并全额计提了减值准备；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对连硕科技和巨能伟业的部分应收

账款、存货和固定资产等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和资产减值准备，上述因素造成公司整体在报告期出现亏损。报告期内，公司实

现营业总收入203,569.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7.69%；营业利润为-42,889.9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923.59%；利润总额为

-42,791.12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47,651.57万元，同比下降98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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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8年11月12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资入股赫尔曼•施密茨有限公司暨对外投资的

议案》，同意公司出资320万欧元对赫尔曼•施密茨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德国施密茨51%股权，公司第二

期投资约304万欧元，投资后，公司将持有德国施密茨67%左右的股份。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6 

   公司于2019年6月21日取得德国公证人员发来的公证文件，文件证明2019年4月25日，海伦哲已完成增资，备案文号

202/2019。德国锡根地方法院注册号HRB9866号的德国施密茨主要股份，66.53%已由海伦哲持有。公司同时已任命一名有权

签署公司文件的管理人员，且自2019年4月将德国施密茨作为非同一控制下合并纳入合并范围。 

   本期公司聘请律师对德国施密茨的公司章程和相关协议进行重新梳理后发现，根据双方签署的参与协议、德国施密茨的

公司章程及管理规章制度的规定，德国施密茨重要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如年度预算和年度决算的审批、对外投资、资产的购

买和处置、重大租赁活动、融资活动、金融资产的管理、执行董事的任免、管理层职权的划分、变更公司名称或注册地址、

利润分配等，均需提交股东大会表决，且必须经代表75%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海伦哲公司在德国施密茨的持股比例为

66.53%，不能对德国施密茨单方面进行控制。故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德国施密茨的长期股权投资进行追

溯调整，自投资开始即不纳入合并范围，并改为具有共同控制的权益法核算，追溯调整2019年度合并及母公司财务报表。经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对该会计差错事项进行更正。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众环专字（2021）0101013号《2020年度前期财务报表更正事项的专项鉴

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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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置子公司 

单次处置对子公司投资即丧失控制权的情形 

子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价款 股权处置比

例（%） 

股权处

置方式 

丧失控制权

的时点 

丧失控制权时点

的确定依据 

处置价款与处置投资对应的

合并报表层面享有该子公司

净资产份额的差额 

深圳市德力电气技

术有限公司 

5,100,000.00 51.00 出售 2020.1.1 失去控制 5,338,2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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