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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11                               证券简称：金盾股份                          公告编号：2021-047 

浙江金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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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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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变更，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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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盾股份 股票代码 30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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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美丽 戚丽雅 

办公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章镇镇工业园区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章镇镇工业园区 

传真 0575-82952018 0575-82952018 

电话 0575-82952012 0575-82952012 

电子信箱 zqb@jindunfan.com zqb@jindunfa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前身浙江金盾风机风冷设备有限公司，创办于2005年12月，是一家专业从事地铁、隧道、核电、

军工等领域通风系统装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集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017年11月，公司收购了红相

科技100%股份、中强科技100%、四川同风源51%股份。 

    1、专业通风系统设备及相关服务 

    公司自成立以来，就专注于从事地铁、隧道、核电、军工等领域通风系统装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主导产品涵盖地铁、隧道、核电等高端产品应用领域。形成了从产品设计、制造、系统集成到检测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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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 

    城市轨道交通是重大惠民工程且具有大能力、快捷、环保等很多优势，对城市的经济发展、就业的拉

动作用也很明显。在全面深化改革有力推进，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大背景下，国家也大力支持发展此类基

础建设工程。尤其近几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并组织实施了信息网络、生态环保、清洁能源、粮

食水利、交通运输、健康养老服务、能源矿产资源保障等七大类重大工程包。在宏观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

环境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作为逆周期调节手段，将在稳增长政策中发挥重要作用。未来国家也将继续加

快推进重大工程建设，为十四五期间乃至更长时期的经济持续发展夯实基础。在此背景下，公司在科技创

新的基础上，围绕核心业务和市场拓展计划，优化资源配置、合理规划市场布局，一方面继续巩固以沿海

地区为区域布局的中心点，巩固已有城市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积极拓展其他地区的城市驻点，不断扩

大未涉及城市的市场规模乃至海外市场，为公司站稳全国乃至拓展全球市场赢得更大的机会。 

    2、红外及紫外成像仪产品及相关服务 

    公司于2017年11月完成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红相科技100%股份，公司的主营业务新增了红外及

紫外成像仪产品及相关服务。红相科技自成立以来主要从事红外成像、紫外成像、气体成像技术的研发和

产业化，主要产品包括红外热像仪、紫外成像仪、气体成像仪、红外机芯、红外窗口等各类高新技术制造

产品，主要应用于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科研院所等各领域。 

    3、安装工程及维护 

公司于2017年11月完成了支付现金收购四川同风源51%股份，四川同风源主要从事交通领域的机电安

装、维护相关业务，具体包括监控、通信、收费、照明、供配电、通风、空调、电子与智能化、消防及火

灾报警等相关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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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3,776,474.04 521,535,156.76 40.70% 553,446,532.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891,181.51 51,571,727.71 -42.04% -1,757,527,023.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39,210,858.81 -153,504,961.06 -186.12% -1,710,075,961.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8,251,717.32 -106,270,297.22 183.04% -198,239,959.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11 -36.36% -3.7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11 -36.36% -3.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4% 3.27% -1.33% -69.85%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475,821,760.48 1,969,586,721.49 -25.07% 2,088,490,706.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58,116,011.52 1,525,189,230.01 -37.18% 1,632,016,36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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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232,908.83 133,505,279.20 169,700,039.00 279,338,247.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165,931.31 -21,207,911.92 -26,802,575.53 7,735,737.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67,964,813.57 -24,275,414.58 -27,591,916.22 -455,308,34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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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773,077.81 -1,268,108.10 -13,851,851.96 39,598,59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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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6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0,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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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淼根 
境内自然

人 
11.33% 51,703,982 41,079,961 质押 44,770,000 

杭州中宜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1.06% 50,476,543 50,476,543 

冻结 36,033,795 

质押 36,033,795 

周建灿 
境内自然

人 
9.72% 44,364,584 44,364,584 

冻结 44,364,584 

质押 34,920,000 

周伟洪 
境内自然

人 
8.14% 37,169,200 37,169,200 

冻结 2,779,758 

质押 37,169,200 

陈根荣 
境内自然

人 
7.25% 33,090,962 30,642,361 质押 28,460,000 

周纯 
境内自然

人 
6.79% 30,996,000 30,996,000 

冻结 30,996,000 

质押 30,960,000 

武汉市江夏区

铁投小额贷款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31% 15,083,948 15,083,907   

深圳市高新投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6% 13,500,000 13,500,000   

深圳市前海宏

亿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96% 13,500,000 13,500,000   

杭州红将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84% 12,981,755 12,981,75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周建灿（已去世）、周纯系父子关系，两者互为一致行动人。杭州中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

杭州红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黄红友，两者互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未

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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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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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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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国际贸易争端不断、世界经济面临严峻挑战。在面对巨大冲击的情况

下，我国政府保持战略定力，准确判断形势，果断采取各项应对措施，有效克服疫情影响，稳步推动我国

经济恢复，使得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上下同心，攻克时艰，在统筹抓好生产、防疫工作的同时，开展促改革、调

结构等各种工作，努力降本增效，确保公司平稳发展。 

一、市场营销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规范营销管理，加大应收账款清收力度；完善内部管控制度，极力推行专人专项

负责制；加强销售人员全方位培训，优化销售团队整体业务能力；主动沟通及反馈公司与业主、设计院之

间的各种信息，推进各销售合同持续、稳定的执行。 

二、生产与质量方面 

公司质量管理体系主要涉及民用核电、军工核电、武器装备承制单位资格、船级社认证、产品节能认

证等多个体系管理要求。2020年，质量管理部配合采购、技术等部门对主要供方和一些重要执行项目，进

行了40余次源地评价、考察和质量要求、交期等方面的交流及监督检查，为公司合格供方评定和保持以及

重点项目的顺利执行提供有效支持。并且，按公司培训计划，对质量管理部、技术部等部门开展了多项次

质量保证知识和核安全文化知识的培训和再培训。 

三、技术优化方面 

随着国民总体意识和素质的提高，对公共区域的空气质量和噪音防止的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个

人和机构从观念上改变，渴望从公共污染、公共噪音中解放，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工作质量，对自己的

身体健康负责。基于这样的形势，公司研发的隧道空气净化系统（APS）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对净化

地下空间的污染空气、保护环境、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其发展前景较好，国内城

市隧道已陆续采用空气净化系统，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升市场价值。同时公司作为通风系统行业的领先者，

一直致力于提高研发产品在高效、节能、低噪声、高稳定性等方面的技术领先优势，提升公司的市场占有

率。 

四、内控制度建设方面 

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要求，不断加强法人治理，进一步规范管理体制，继续完善各项规

章制度及内控制度。根据实际生产经营需求，升级ERP及OA办公系统软件，不断加强生产管理，以效益最

大化为目标，细化成本控制，深化岗位优化和薪酬改革，节支节流，在人员配置、物资消耗、原材料采购

等方面多措并举控制成本；强化工作效率，优化工作流程，提升总体执行能力，确保公司生产经营管理的

规范有序开展。 

五、校企合作方面 

公司一直以来重视与科研院所的合作，先后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核工程研究所

开展合作的基础上， 2020年4月13日，公司又与浙江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成立金盾股份--浙江大学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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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研发中心，依托双方优势资源，深化产、学、研合作，在公司产业升级与创新过程中，促进科研成果的

商业化转化，实现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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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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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营业收入73,377.6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0.70%，主要系子公司红相科技收入增加所致； 

2、营业成本48,207.9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5.46%，主要系收入增加成本相应增加所致； 

3、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2,989.1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2.04%，主要系拟出售子公司红相

科技，计提的信用减值损失和商誉减值增加等原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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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追溯调整本

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2020年1月1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  目 
资产负债表 

2019年12月31日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响 2020年1月1日 

应收账款 637,308,230.37 -61,383,562.52 575,924,667.85 

合同资产  11,585,817.76 11,585,817.76 

其他非流动资产 12,214,999.07 49,797,744.76 62,012,743.83 

预收款项 46,448,846.95 -46,448,846.95   

合同负债  44,409,762.77 44,409,762.77 

其他流动负债  2,039,084.18 2,039,084.18 

2.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9年度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该项会计政策

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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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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认缴出资额[注] 出资比例 

传古智能 新设 2020年6月5日 10,200,000.00 51% 

[注]截至2020年12月31日，四川同风源对传古智能实际出资额为102,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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