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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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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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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16,442,88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8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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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亚数控 股票代码 00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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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丽君 颜复海 

办公地址 广州市黄埔区云埔工业区云开路 3 号 广州市黄埔区云埔工业区云开路 3 号 

电话 020-82003900 020-82003900 

电子信箱 investor@kdtmac.com investor@kdtmac.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要业务 

公司专注于板式家具机械专用设备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自设立以来，深耕数控

技术研发、整机和机械构造创新设计、整机总装与软件系统集成领域，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数

控化、信息化的全方面家具生产线整体解决方案。 

2、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提供多系列数控板式家具机械设备和成套自动化生产线解决方案，主要为封边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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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锯切系列、数控钻系列、加工中心系列及自动化生产设备系列等系列产品。公司产品主

要应用于板式家具行业如套房家具、衣柜、橱柜、办公家具、酒店家具等的生产和制造，以

及其他涉及人造板加工或使用的领域如木门、木地板的生产以及建筑装饰、会展展示、车船

生产中所用人造板材的加工等。 

公司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创新，致力于为家具厂商提供更智能、自动化程度更高的

生产设备。不断优化和完善数控产品系列，推出的智能封边机、双推手数控裁板锯、数控多

排钻、六面数控钻等数控新产品已得到市场高度认可。 

（1）机器人数控钻智能生产线  

数控钻智能生产线满足市场定制化、批量化生产的多元需求，可同时进行一种或多种尺

寸板件柔性化混合加工。突破传统家具小批量、逐单生产的局限性。集中式控制系统智能分

流，快速识别不同板件尺寸，不间断加工，效率更高，车间占地面积减少，人均产值提升。

首创机器人智能分拣+自动化上下料技术，机器人重复精准定位，控制灵活，全自动高效率搬

运动作，有效应对数控钻连续生产进行的上下料搬运、定位作业。 

（2）智能封边机 

高速智能封边机满足家具定制封边需求，为家居企业提供高品质封边解决方案。封边过

程伺服调控，精调定制加工工艺，实现不同尺寸工件柔性封边。条码识别技术，快速获取工

件加工信息，自动适应不同尺寸工件，更快速高效。双上溶胶装置，快速切换深浅两种颜色

胶水，满足不同封边材料要求。配备烤灯、履带压料等装置，保证封边效果，选配刮边夹带、

导向轮装置，有效解决板材刮边后残余封边带丝及预先打孔再封边的加工痛点问题，既确保

生产效率又能保证封边质量，实现封边过程高度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 

（3）PTP加工中心 

引进意大利高端PTP加工中心技术，适用于定制家具、木门、实木家具等加工制造。多

种工艺集成，可实现镂铣、侧铣、钻孔、锯切等多元化复杂性产品智能加工，满足复合化发

展新方向。高档数控系统结合专业操作软件，集绘图、编程等功能于一体。与设计拆单软件

完美对接，无需编程和调机，保证生产的快速运行。双工位设计，不间断生产，提高生产效

率，进口配件，技术性能稳定，保障加工质量。 

（4）双推手数控裁板锯 

适用于家具板材精益开料，独立驱动机械手可同步或交错加工，满足不同尺寸板材同时

裁切，拼缝锯切效率高，灵活的切割方式实现更高的板材利用率。配备自主开发的智能化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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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优化软件，与多种锯切优化软件、条码管理软件和工厂自动化软件兼容对接，精准匹配料

单，自动提供板材拼板裁切最优方案，节省排版算料时间。锯车驱动系统采用伺服控制和齿

轮齿条传动，运行平稳快速，压梁升降高度及锯切行程自动调整，缩短生产周期，大幅度提

高生产效率，实现自动化、智能化生产。 

（5）六面数控钻孔中心 

数控钻孔中心系列产品，高精度、高效率、高自动、易操作。自主研发软件与意大利技

术相结合，高度集成，一次性完成六面数控打孔。采用双抓手长导轨，根据工件长度自动调

节夹持位置，确保定位精度。垂直钻组+水平钻组组合，满足多元化生产。配备智能视觉识别

条码装置，扫码即可加工，与多种设计拆单和管理软件对接，对不同尺寸工件进行适应性调

整。板件自动定位，实现智能化无缝衔接生产，以工段智能化的理念，对接智能生产线，实

现无人化生产。 

（6）数控多排钻 

高品质数控多排钻孔机，适用于大批量家具板材钻孔。整机采用工控触摸一体机控制，

快速导入、调取加工数据，自动定位加工。简化操作程序，减少翻板次数及调机时间，一次

完成多面钻孔，大幅提高钻孔效率。配备自动送料装置，高效率自动出料，方便快捷。移动

钻排和定位机构由高精度伺服驱动，精准加工，实现效率与精度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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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9,291,861.88 1,311,010,240.18 28.85% 1,194,487,779.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2,428,781.58 304,356,137.00 15.79% 270,384,99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8,786,643.49 246,907,761.16 16.96% 231,402,708.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4,171,373.78 352,139,422.48 17.62% 300,052,170.1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63 1.41 15.60% 1.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63 1.41 15.60% 1.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35% 23.83% -1.48% 25.42%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2,269,995,065.38 1,980,418,208.96 14.62% 1,490,200,545.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34,508,113.92 1,432,241,451.48 21.10% 1,157,519,57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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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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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662,121.31 430,986,223.17 445,885,652.86 513,757,864.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990,781.03 98,924,170.27 100,337,545.15 106,176,285.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310,425.97 88,195,106.93 88,639,862.52 79,641,248.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16,335.05 142,392,062.18 144,815,816.15 123,547,16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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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78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7,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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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茂洪 境内自然人 39.95% 86,459,000 65,340,000 质押 11,000,000 

刘雨华 境内自然人 9.62% 20,824,000 18,708,000   

李明智 境内自然人 4.89% 10,584,400  质押 4,441,760 

陈大江 境内自然人 2.84% 6,139,200 6,134,4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富国高

新技术产业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23% 4,825,983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工银瑞信文

体产业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2.02% 4,379,180    

刘风华 境内自然人 1.39% 3,000,000 2,40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富国科创主

题 3 年封闭运作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35% 2,915,347    

周伟华 境内自然人 1.14% 2,478,155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

三组合 
其他 1.08% 2,341,88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李茂洪与刘雨华为夫妻关系，刘风华是刘雨华的哥哥。李茂洪、刘雨华、刘风华为一致行

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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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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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盈利水平保持稳健增长 

2020年年初，公司全力推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通过加大经销商扶持力度、着重开发

潜力市场，加大产品的促销力度，提高部分型号产品配置升级，严控成本费用，积极应对疫

情冲击。 

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72,964.83万元，同比增长11.04%，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4,591.50万

元，同比下降11.91%。下半年受益于地产竣工回暖和进口替代，也得益于新厂房建成投产，

市场份额得到快速提升，下半年实现营业收入95,964.35万元，同比增长46.75%，归属于母公

司净利润20,651.38万元，同比增长48.88%。 

2020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68,929.19万元，同比增长28.85%；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35,242.88万元，同比增长15.79%。其中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3,348.16万元，同比增长26.59%；

实现净利润39,471.67万元，同比增长21.47%。 

境内地区、境外地区实现销售收入分别为126,105.65万元、42,823.54万元，增长率分别为

35.51%、12.57%，境内市场受益于定制家具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消费市场对定制家具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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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需求越来越高，家具企业对高端数控家具机械市场需求更大，需求增长更加稳健；公司

在东欧、西亚、南美等境外市场开拓取得较好成效，境外销售收入增速相对缓慢主要是子公

司Masterwood受疫情影响导致。 

从产品结构来看，高端封边机、数控钻孔中心、数控裁板锯市场需求相对较好，下游家

具市场对数控化、智能化产品需求比较旺盛。 

二、加速机器人自动化升级步伐 

2020年7月，公司参股中设智能，借助其在机器人应用系统集成领域的技术经验，加速工

业机器人及视觉应用技术在板式家具设备领域的应用，巩固和提升公司产品核心竞争力。 

三、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积极推进新产品，做好国家重点项目申报 

2020年研发投入金额6,580.87万元，同比增长32.69%，推出柔性封边机、通过式钻孔中心，

双推手重型后上料数控裁板锯、直排自动换刀加工中心等适用于柔性定制生产的高端机型，

新产品销售贡献不断提高。分段式机械手数控裁板锯、封边机自动化生产线两项创新产品荣

获“广东省名优高新技术产品”称号。 

2020年中标评为国家工信部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是2020年国家先进制造业集

群“广东省广深佛莞智能装备产业集群”项目参与单位。 

四、扩产项目有序推进 

玛斯特智能新建项目已于2020年四季度陆续投入使用，开拓路关键零部件新建扩产基地

亦于2020年底竣工投产，两个建设项目前后紧密落地，数控钻孔中心、数控裁板锯等高端设

备的产能将得到逐步释放。子公司丹齿精工于2020年取得国有土地130亩，计划在2021年完成

第一期新厂区建设，逐步完成扩产和业务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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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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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边机 676,918,795.85 315,500,561.07 46.61% 24.18% 16.81% -2.94% 

数控钻（含多排

钻） 
334,528,201.39 79,522,606.86 23.77% 31.64% 22.64% -1.74% 

加工中心 257,888,176.10 44,996,789.54 17.45% 1.19% -7.16%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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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板锯 232,573,655.55 75,861,946.96 32.62% 18.47% 26.59%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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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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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2017年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首次

执行该准则应当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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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准则的规定，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

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整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比

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该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对2020年1月1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将与销售商品相关、不满足无条件收

款权的应收账款重分类至合同资产，

将与提供劳务及销售商品相关的预

收款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审批 

应收账款 -298,919.60 -298,919.60 

合同资产 298,919.60 298,919.60 

预收款项 -86,868,819.51 -67,126,474.08 

合同负债 79,174,150.24 60,358,825.80 

其他流动负债 7,694,669.27 6,767,648.28 

与原收入准则相比，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度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增加/（减

少））： 

受影响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对2020年12月31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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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 -5,000,360.82 -5,000,360.82 

合同资产 5,000,360.82 5,000,360.82 

预收款项 -62,634,409.01 -48,621,774.86 

合同负债 59,631,647.69 46,201,613.10 

其他流动负债 3,002,761.32 2,420,161.76 

 

受影响的利润表项目 
对2020年度发生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营业成本 5,288,948.57 119,133.94 

销售费用 -5,288,948.57 -119,133.94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 

财政部于2019年12月10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财会〔2019〕21号，以

下简称“解释第13号”），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不要求追溯调整。 

① 关联方的认定 

解释第13号明确了以下情形构成关联方：企业与其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成员单位（包括

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企业的合营企业与企业的其他合营企业或联营企

业。此外，解释第13号也明确了仅仅同受一方重大影响的两方或两方以上的企业不构成关联

方，并补充说明了联营企业包括联营企业及其子公司，合营企业包括合营企业及其子公司。 

② 业务的定义 

解释第13号完善了业务构成的三个要素，细化了构成业务的判断条件，同时引入“集中

度测试”选择，以在一定程度上简化非同一控制下取得组合是否构成业务的判断等问题。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解释第13号，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解释第13号未

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3）执行《碳排放权交易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 

财政部于2019年12月16日发布了《碳排放权交易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财会[2019]22

号），适用于按照《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开展碳排放权交易业务的重点

排放单位中的相关企业（以下简称重点排放企业）。该规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重点排

放企业应当采用未来适用法应用该规定。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该规定，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该规定未对本公司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4）执行《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 

财政部于2020年6月19日发布了《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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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号），自2020年6月19日起施行，允许企业对2020年1月1日至该规定施行日之间发生的相关

租金减让进行调整。按照该规定，对于满足条件的由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引发的租金减免、延

期支付租金等租金减让，企业可以选择采用简化方法进行会计处理。 

本公司对于属于该规定适用范围的租金减让全部选择采用简化方法进行会计处理，并对

2020年1月1日至该规定施行日之间发生的相关租金减让根据该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本公司作为出租人采用简化方法处理相关租金减让冲减本期营业收入人民币81,355.96

元。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公司报告期无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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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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