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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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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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20 年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1,888,419,929 股为基数，拟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1.00 元（含税），共分配现金股利 188,841,992.90 元。该预案需

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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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达制造 600499 科达洁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跃进 黄姗 

办公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广隆工业

园环镇西路1号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广隆工

业园环镇西路1号 

电话 0757-23833869 0757-23833869 

电子信箱 600499@kedachina.com.cn 600499@kedachina.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的主要业务为建材机械和海外建筑陶瓷的生产和销售，战略投资以蓝科锂业



为载体的锂电材料业务，另有洁能环保设备、液压泵、智慧能源等培育业务。 

（一）建材机械业务 

公司建材机械业务包含建筑陶瓷机械、墙材机械等，其中以建筑陶瓷机械为主。 

1、建筑陶瓷机械业务：目前公司是国内唯一一家具备建陶机械整厂整线生产供应

能力的企业，核心产品包括压机、窑炉、抛磨设备等，并围绕服务化的发展理念，为

下游陶瓷厂商提供配件耗材、维修改造、数字化升级的配套服务。公司于 2018 年起收

购意大利高精制造企业唯高，并结合意大利技术与工艺构建“中国制式”、“意大利制式”、“中意制

式”三种模式的产品结构，满足不同市场的客户需求。 

 

陶瓷生产线示意图：公司具备整厂整线设备供应能力 

 

除应用于建筑陶瓷领域外，近年来公司继续延伸开拓机械设备的跨行业/领域应

用，目前公司压机设备已延伸应用于炊具压制生产、轮毂压制成型、金属锻压、铝型

材挤压机等领域，窑炉设备已应用于耐火材料、锂电池行业。 

2、墙材机械业务：公司于 2008 年开始进入墙材机械领域，并于 2011 年自主研发

了国内第一条全自动化蒸压加气混凝土板材生产线，取得了良好的市场口碑。近年来，

公司墙材机械业务通过稳步发展，已跻身业内一流企业，其产品包含加气混凝土板材/

砌块生产线、蒸压砖生产线、加气混凝土砌块/蒸压砖混线、墙体砖自动化液压砖机系

列，以及浇注搅拌机、升降式浇注头、空翻脱模机等核心设备。 

公司生产的 HF 系列压机和加气生产线，是一种用于生产新型墙体材料的专业墙

材机械设备，主要利用废料包括粉煤灰、矿渣、建筑垃圾、淤泥等原料生产墙体材料

（如标砖、空芯砖、加气块等）以及广场砖和人行道砖等，其中 HF 系列墙材压机因

设备产品性能稳定可靠，故障率低，获得“中国建材机械行业名牌产品”荣誉称号。 



 

经过多年市场拓展，公司建材机械产品遍布全球，业务覆盖印度、孟加拉、巴基

斯坦、东南亚、非洲、欧洲、南北美洲等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经营模式：公司建材机械业务通过国内直销，国外“直销+代理”、“合资建厂+整线

销售”等销售模式，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经营模式，由旗下融资租赁公司提供配套金

融服务。 

国内陶瓷机械业务方面，公司主要着眼于国内下游瓷砖行业终端新产品迭代带来

的设备需求，以及陶瓷厂生产线绿色化、智能化升级换代的存量需求开展业务。海外

陶瓷机械业务方面，针对建材工业发展相对成熟的发展中国家，公司通过设立子公司

进行本土化运营，将生产、服务端前移，提升整体边际贡献；针对欧美等海外高端市

场，公司通过收购等方式，借助高端品牌的渠道将公司核心产品推向高端市场，通过

打造样板工厂、具有超高性价比优势的整线投资，以及后续配件维护服务方案，提升

公司陶瓷机械在欧美市场的影响力，拓展增量市场。 

行业情况：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公司下

游建筑陶瓷行业正面临行业洗牌、战略调整、淘汰落后产能的激烈变革，行业集中度

不断提升，中国建陶产能正逐步转型进入成熟化、规范化、绿色制造、智能制造的高

质量发展阶段。2019 年下半年，岩板的爆发为建陶产业带来了结构性新机遇，使建材

和大家居两大市场叠加，迅速扩大了建陶产业的市场空间。建陶企业纷纷抓住行业机

遇升级高端陶机装备，部署岩板等智能生产线，进而带动了上游建陶机械的市场需求。



作为建陶机械行业的领军企业，公司基于多年技术积累，紧跟市场需求，迅速推出岩

板生产设备，在国内岩板元年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放眼海外市场，意大利、西班牙为

建陶机械产品的发源地，其工艺及设计水平均相对优异，2020 年因疫情原因海外陶机

企业的生产经营受到一定影响，意大利陶机行业全年营业额同比下降 15%。目前，公

司陶机业务呈追赶态势，市场规模仅次于意大利竞争对手，综合实力处于亚洲第一、

世界第二的地位。 

墙材机械方面，钢结构住宅作为装配式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配合加气混凝土板

材进行装配化施工，能够大大降低施工现场的水电消耗、减少垃圾排放和扬尘污染，

节能效果显著。2020 年以来，我国多地部门在装配式建筑政策方面持续加码，鼓励工

厂化制造、装配化施工以促进资源综合利用，目前发展工业化绿色建筑和生态文明建

设，促进装配式建筑产业现代化发展，已逐步走向主流，成为国内建筑行业发展大势。

目前，子公司安徽科达机电（品牌：新铭丰）是我国墙材压机领域最大、技术最成熟

的供应商，市场占有率一直领先于竞争对手。 

（二）海外建筑陶瓷业务 

该业务主要为非洲市场的建筑陶瓷生产与销售。自 2016 年开始，公司顺应国家“一

带一路”倡议及“国际产能合作”的发展战略，抓住发展中国家经济相对落后、基础设施

建设亟待改善的市场机会，在全球新兴市场非洲主动将业务延伸至下游建筑陶瓷领域，

布局发展中国家的瓷砖市场，陆续与战略合作伙伴在非洲肯尼亚、加纳、坦桑尼亚、

塞内加尔 4 国合资建设并运营陶瓷厂，目前建筑陶瓷年产能近 7000 万㎡，并出口至东

非乌干达、卢旺达、马拉维、津巴布韦，西非多哥、贝宁、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等

多个国家。报告期内，公司启动了非洲第 5 个国家赞比亚的建筑陶瓷项目建设，该项

目已于 2021 年 4 月点火投产。未来公司将定位非洲大型建材集团，把握非洲超 10 亿

人口带来的城镇化高速发展红利，在产能扩充的同时适时进行品类拓展，实现海外建

筑陶瓷业务的持续增长。 

非洲建筑陶瓷业务分布情况 

陶瓷厂 投产时间 主要产品 
2020 年产量 
（千万平方米） 

产能 

利用率 
辐射覆盖市场 

Keda 

肯尼亚 

一期 2016 年 11 月 彩釉 

1.9 111% 乌干达、坦桑尼亚、

布隆迪、卢旺达、苏

丹等中东非国家 

二期 2018 年 3 月 
彩釉、瓷片、

水晶砖 

Keda 

肯尼亚卡
一期  筹建中 

（计划）瓷片、

彩釉砖 
- - 



贾多工厂 

Keda 

加纳 

一期一线 2017 年 6 月 彩釉、耐磨砖 

2.1 119% 
科特迪瓦、多哥、布

基纳法索、尼日尔、

塞内加尔、马里等西

非国家 

一期二线 2017 年 8 月 
抛釉、渗花、

仿古砖 

二期三线 2019 年 9 月 瓷片、彩釉砖 

三期四线 
2021 年 6 月

（预计） 
耐磨砖 - - 

Keda 

坦桑尼亚 

一线 2017 年 11 月 
彩釉、耐磨砖、

瓷片 
1.1 120% 

肯尼亚、马拉维、赞

比亚、乌干达、卢旺

达等中东非国家 二线 2018 年 3 月 
抛釉、渗花、

仿古砖 

Keda 

塞内加尔 

一线 2019 年 7 月 彩釉、耐磨砖 
1.8 110% 

几内亚、冈比亚、马

里等西非国家 二线 2019 年 9 月 瓷片 

Keda 

赞比亚 

一线 2021 年 4 月 （计划）瓷片、

地砖 
- - 

（计划）刚果金、马

拉维、博茨瓦纳、津

巴布韦等 
二线  2021 年 4 月 

总计    7.0   

经营模式：根据制定的“投资、建造、运营、出口”的发展模式，公司对东西非沿

线国家和中非重点国家进行产能布局，通过合资设立并运营陶瓷厂，输出小投资、大

产量、低成本、高回报的“中国制式”建材生产模式，借助合资公司深耕多年的营销网

络，逐步替代非洲各国原有的进口瓷砖市场份额，利用本土化供应链实现对撒哈拉沙

漠以南地区瓷砖市场的广泛覆盖。 

行业情况：近年来，非洲国家快速推进城镇化进程，不断增长的人口数量，迅速

增长的装修建材需求与其匮乏的本土建材制造产能的矛盾日益凸显，非洲成为世界瓷

砖进口的第三大地区。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背景下，非洲消费市场潜力和当

地丰富矿产资源吸引着越来越多企业进入非洲投资建厂，在拓展非洲本土市场的同时，

也不断向周边国家出口陶瓷产品。2020 年，因疫情原因，非洲陶瓷进口受到较大限制，

当地部分陶瓷厂停工停产，公司非洲子公司凭借过硬的运营管理实力和妥善的防疫应

对方案，成为各国当地为数不多、甚至唯一的瓷砖生产供应商，借机替代进口瓷砖的

市场份额，快速提升市场占有率，实现建筑陶瓷业务的稳定增长。 

（三）战略投资及培育业务 

（1）公司战略投资以蓝科锂业为载体的锂电材料业务。公司锂电材料业务包含锂

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和碳酸锂的生产与销售、正极材料业务的投资布局。公司于 2015 年

开始进入锂电池负极材料领域，主要从事石墨化代加工、人造石墨、硅碳复合等负极

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 



此外，2017 年公司在原有负极材料相关业务的基础上，通过参股蓝科锂业布局碳

酸锂深加工及贸易等相关业务。参股公司蓝科锂业拥有 1 万吨/年碳酸锂产能，该项目

以生产钾肥排放的老卤为原料，引进俄罗斯先进技术提取碳酸锂，是中国盐湖提锂的

重要力量，2020 年蓝科锂业生产碳酸锂 13,602 吨，目前其已扩建 2 万吨电池级碳酸锂

项目，该项目将于 2021 年度投产。为支持蓝科锂业业务开展，公司亦围绕蓝科锂业布

局开展碳酸锂深加工及贸易业务。 

（2）公司洁能环保业务主要包含清洁煤气化技术与装备、烟气治理技术与装备业

务。其中，清洁煤气化技术与装备业务是通过公司自主研发的清洁燃煤气化系统，为

下游企业提供清洁煤气化装备以及清洁程度媲美于天然气的洁净煤气服务，大大提高

煤炭的综合利用效率，在保证清洁高效的同时显著降低原料气生产成本。目前该项业

务已在氧化铝、陶瓷、碳素、钢铁、焦化、合成氨、钛白粉等行业进行了推广应用，

在环保效果、经济效益上获得了客户的充分认可。 

 

清洁燃煤气化系统应用领域案例 

（3）科达液压泵业务主要业务是设计制造节能、高效高端液压泵及液压元器件，

涵盖液压泵、液压马达、液压动力单元、精密零部件等产品，科达液压泵配套应用于

科达压机，也广泛应用于建材、钢铁、冶金、石油化工、工程机械等行业。公司 2011

年进入该行业之初，国内市场中相关产品几乎完全依赖于进口，通过近十年的潜心研

发和市场开拓，市场份额稳步提升，目前在国民经济重点行业和国家重大工程项目上

已实现批量替代高端进口泵，成为国内高压柱塞泵领军企业。 



 

科达液压泵的应用领域 

（4）智慧能源业务：近年来公司围绕新能源产业进行了系列服务化探索，作为综

合能源服务商，公司旗下子公司致力于构建行业领先的智慧能源服务平台，提供电力

交易、能源管理、配电网运营、电力运维、新能源开发、充电场站运营、电力金融等

综合能源服务，目前该业务已相继在江苏、福建、广东等地进行拓展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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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1,338,411.44 1,288,126.96 3.90 1,218,812.14 

营业收入 738,973.14 642,242.33 15.06 607,083.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448.60 11,933.66 138.39 -58,857.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99.38 6,615.06 -50.12 -69,819.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93,703.71 465,073.69 27.66 465,841.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8,358.24 59,383.31 99.31 5,617.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6 0.078 112.82 -0.37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6 0.078 112.82 -0.3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25 2.59 增加2.66个百分点 -11.56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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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323.93 181,222.11 185,998.49 244,428.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41.94 5,043.18 7,318.34 13,045.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441.87 3,106.08 5,621.43 -6,870.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76.99 18,207.40 68,903.93 37,02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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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4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4,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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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态 
数量 

梁桐灿 270,364,827 380,762,779 20.16 215,824,827 质押 260,000,000 境内自然人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 0 143,719,652 7.61   冻结 143,719,652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边程 -43,220,000 130,779,598 6.93   无   境内自然人 

卢勤 0 125,983,334 6.67   无   境内自然人 

佛山市新明珠企业集

团有限公司 
52,994,111 77,070,836 4.08 52,994,111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石庭波 2,158,033 45,177,757 2.39   无   境内自然人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0 43,113,440 2.28   无   其他 

谢悦增 42,395,289 42,395,289 2.25 42,395,289 无   境内自然人 

石丽云 14,504,281 35,694,726 1.89   无   境内自然人 

芜湖基石股权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3,618,000 24,003,878 1.27   无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梁桐灿、边程、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卢勤、佛山市

新明珠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谢悦增、芜湖基石股权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为科达制造实施股票回购的账户。未知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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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38,973.14 万元，同比增长 15.06%，其中，实现海

外收入 345,362.15 万元，同比增长 38.62%；实现净利润 42,912.69 万元，同比增长

87.07%；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 28,448.60 万元，同比增长 138.39%；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99.38 万元，同比下降 5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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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7 月 5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 年修订）》

（财会【2017】22 号），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本

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执行新收入准则，并对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

执行当年年初（即 2020 年 1 月 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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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行新收入准则时，本公司仅对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

累计影响数进行调整，相关项目的影响金额详见“2020 年起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新租

赁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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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以控制为基础确定，所有受控制的子公司均纳入合

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结构化主体或其他方式形成

控制权的经营实体如下表列示： 

名称 取得方式 

Tilemaster Investment Limited 新设 

Keda Zambia Ceramics Company Limited 新设 

滁州科达智慧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宿州科达智慧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合肥滨湖科达智慧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芜湖市科达智慧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广州市阿盖特科技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合并 

马鞍山市华东旅游客运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合并 

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情况详见本附注“在子公司中的权益”章节；合

并范围的变化情况详见“合并范围的变更” 章节。 

 

 

                                董事长：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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