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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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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顺威股份 股票代码 002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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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笛鸣 霍翠欣 

办公地址 佛山市顺德区高新区（容桂）科苑一路 6 号 佛山市顺德区高新区（容桂）科苑一路 6 号 

电话 0757-28385938 0757-28385938 

电子信箱 sw002676@vip.163.com sw002676@vip.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国内最早从事塑料空调风叶研发、制造、销售和服务的专业企业，具有完整的“塑料改性—模具设计制造—塑料

空调风叶设计及智能制造”产业链，是国内外最具竞争实力的空调配件企业之一。公司主要产品为塑料空调风叶，根据空调

风叶的使用用途和气流进出叶片的特点，分为三类：贯流风叶、轴流风叶及离心风叶。 

风叶是影响空调整机性能的关键配件产品，其功能是通过风叶旋转促使空气流过换热器，使换热器里面的冷媒与外面的

空气进行热量交换，从而达到空调器制冷或制热的目的。空调风叶的质量直接关系着空调的风量、噪音、制冷制热能力和能

效比等关键技术指标，是有效降低空调噪音、提高节能效果非常重要的因素。 

公司的业务体系中除主营业务塑料空调风叶外，还包括了改性塑料、模具开发的设计生产与加工制造、其它精密组件的

设计生产与加工制造，是行业内少数具备全面配套能力的专业塑料空调风叶生产企业之一。 

公司生产的主要产品用于空调行业，由于宏观经济周期的波动和不确定性，空调行业及其上下游会受到经济周期波动的

影响。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如果未来宏观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则空调市场的增长也将随之减速，从而对公司塑料空调风叶产

品销售造成不利影响。公司已制定“同心多元”发展战略，以“模具、改性材料、注塑产品”为核心不变，适时推动汽车组件、

智能家居卫浴、智能制造等高盈利领域的产品业务，最大程度地规避宏观经济周期变化、行业周期波动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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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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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1,728,369,950.27 1,681,931,411.52 2.76% 1,618,107,240.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439,170.15 9,154,749.35 199.73% 5,717,481.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074,190.71 9,110,971.35 131.31% -23,554,784.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131,752.50 18,167,464.16 120.90% -115,062,350.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81 0.0127 200.00% 0.007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81 0.0127 200.00% 0.00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9% 0.88% 1.71% 0.55%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973,794,847.64 1,892,011,717.91 4.32% 1,875,855,509.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71,775,367.20 1,044,728,598.91 2.59% 1,036,229,4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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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618,352.54 510,805,986.61 444,598,867.68 464,346,743.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54,057.35 10,619,217.40 13,069,573.30 2,896,322.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9,863.41 7,826,087.96 12,038,435.06 1,089,804.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146,379.29 -20,860,770.64 69,141,994.09 14,996,90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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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38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8,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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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利得基金－建设

银行－西部利得增盈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5.06% 180,429,093 0   

蒋九明 境内自然人 19.36% 139,374,660 0 
质押 138,000,000 

冻结 138,000,000 

文细棠 境内自然人 8.46% 60,947,010 0 冻结 33,120,000 

诺安基金－工商银行

－诺安金狮 66 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5.03% 36,180,000 0   

于晶 境内自然人 1.81% 13,019,300 0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王福君 境内自然人 0.38% 2,730,240 0   

马永强 境内自然人 0.32% 2,303,300 0   

陈国荣 境内自然人 0.31% 2,255,300 0   

黄林 境内自然人 0.30% 2,157,000 0   

胡瑞英 境内自然人 0.28% 2,001,6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文细棠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60,947,010 股，诺安基金－工商银行－诺安金狮 66 号资产

管理计划持有公司股票 36,180,000 股，文细棠与诺安基金－工商银行－诺安金狮 66

号资产管理计划为一致行动人。第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

属于一致行动人。第一大股东和第三大股东之间暂不能确认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关系。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普通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

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蒋九明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68,000,000 股，通过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票 1,374,66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69,374,660 股；文细棠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股票 33,120,000 股，通过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7,827,010 股，合计持有公

司股票 60,947,010 股；马永强通过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303,300 股，合计持

有公司股票 2,303,300 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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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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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 年初，在疫情的猛烈冲击下，全球经济整体受挫，加之国内空调行业供给过剩与市场规模下滑的双重影响，第一

季度的国内空调产销严重下行。随着国内疫情形势逐渐好转以及各地刺激消费政策出台，从 5 月开始，国内空调销售情况逐

步缓解。 

2020 年，公司积极推进疫情防控期间的复工复产工作，大力开拓国内外市场，加大产品推广力度，风叶订单数量同比

有所上升；随着汽配业务的前期铺垫与拓展，导入项目逐步增加，汽配产品的销量规模逐步扩大；公司加大力度提升供应链

管理水平，原材料平均成本下降，使得产品毛利率提升；再加上提升效率以及费用管控等措施的有效实施，公司盈利能力有

了较大提升。2020 年度，在公司全体员工的努力下，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28 亿元，比去年增加 4,643.85 万元，同比增长

2.7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2,743.92 万元，同比增长 199.73%。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工作重点如下： 

1、结构调整及扁平化管理 

2020 年，由于受到疫情等不可抗力因素影响，公司全年围绕着“开源节流、降本增效”方向，对标行业及竞争对手情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蒋九明 西部利得基金－建设银行－西部利

得增盈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文细棠 

诺安基金－工商银行－诺安金

狮 66 号资产管理计划 

社会公

众股 

25.06% 19.36% 8.46% 5.03% 4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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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对各模块实施了各项结构调整、扁平化管理、料工费的成本控制，实现经营目标。 

2、加大投入自动化智能设备 

2020 年，公司完成了自动化焊接设备的自主研发及生产，并在全公司范围内进行推广使用，完成三代自动焊接机研发

及量产，实现自动化焊接设备在各生产线批量使用，在精简焊接工序人员的同时，提升产品质量稳定性；完成对自动化动平

衡机的研究及试生产运行，通过不断优化降本，实现动平衡自动化设备成本下降，目前，自动化动平衡机已投入批量使用，

使动平衡工序人员精简比例大幅提升，实现制造费用下降目标；研究物流自动化代替人工的突破，实现自动化作业，减少劳

动强度及投入。 

3、推动泰国顺威基地的快速发展 

2020年，由于中美贸易战持续，国内的空调主机厂纷纷到东南亚投资设厂。泰国顺威得益于前几年的投入建设铺垫，很

好地承接了这些空调主机厂的配套业务，有利于进一步开发泰国乃至整个东南亚市场。虽然受到疫情的影响，泰国顺威的营

业收入和净利润同比仍然取得大幅增长，形成了新的收入及利润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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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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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料空调风叶 1,263,974,389.76 286,591,867.21 22.67% -0.73% 14.43% 3.00% 

工程塑料 158,871,993.18 26,639,557.03 16.77% 42.00% 30.63% -1.46% 

汽车配件 269,472,176.09 66,289,054.71 24.60% 13.20% 6.97% -1.43% 

模具及其他产品 269,472,176.09 66,289,054.71 24.60% 13.20% 6.97%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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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同比增减 

营业收入 1,728,369,950.27 1,681,931,411.52 2.76% 

营业成本 1,342,342,317.29 1,337,129,153.82 0.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439,170.15 9,154,749.35 19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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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详见全文第十二节、五、31、重要会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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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准则第14号--收入》准则。本公司自

2020年1月1日起施行前述准则，并根据衔

接规定，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

的相关项目。 

策及会计估计之（3）首次执行调整当年

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新收入准则根据公司履行履约义务与客户付款之间的关系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合同资产或合同负债。本公司按照新收入

准则相关规定，于准则施行日将期末符合条件的预收款确认为合同负债，期初比较数据不做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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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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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广东顺威三月雨微灌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黄山顺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完成清算手续，公司合

并范围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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