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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94                           证券简称：顾地科技                           公告编号：2021-008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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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毅 董事 出差 许新华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勤信审字【2021】第 1459 号）《审计报告》涉及的强调事项段内容如下： “顾地科技重要的全资子公司阿拉善盟梦想

汽车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梦汽文旅”）涉及多起诉讼，工程款到期无法偿还，欠缴税款，银行账户被冻结，

梦汽文旅用于经营活动的主要资产被查封，顾地科技已在财务报表附注二、2 中披露了拟采取的改善措施，但可能导致对持

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仍然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顾地科技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本段内容不影

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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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地科技 股票代码 002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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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东峰 王瑰琦 

办公地址 湖北省鄂州经济开发区吴楚大道 18 号 湖北省鄂州经济开发区吴楚大道 18 号 

电话 0711-3613185 0711-3350050 

电子信箱 goody@goody.com.cn goody@goody.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所属行业为塑料管道制造业及文化旅游行业。公司自成立以来，专业从事塑料管道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

有聚氯乙烯（PVC）系列管道、聚乙烯（PE）系列管道和聚丙烯（PP）系列管道等。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市政及建筑给排

水、农用（饮用水及灌排）、市政排污、通信电力护套、燃气输送、辐射采暖、工业流体输送等领域。2016年，公司与越野

一族（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合资成立越野一族体育赛事（北京）有限公司，增加了体育赛事业务。2017年，公司设立

全资子公司阿拉善盟梦想汽车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展与体育赛事相关的文化旅游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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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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8,821,038.93 1,640,363,485.98 -12.90% 1,664,377,834.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8,990,846.48 10,677,564.93 -2,431.91% -115,748,349.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4,002,583.74 -16,579,086.58 -1,432.07% -150,837,201.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4,874,547.08 240,393,657.98 -14.78% 136,352,973.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5 0.02 -2,350.00% -0.2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5 0.02 -2,350.00% -0.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86% 1.09% -29.95% -11.13%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2,470,637,165.03 2,915,772,272.39 -15.27% 2,679,978,897.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38,458,259.76 987,449,106.24 -25.22% 976,771,54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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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432,911.71 441,358,420.19 378,415,774.74 464,613,932.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113,019.53 13,539,752.57 -11,365,901.91 -216,051,677.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611,425.30 12,414,578.11 -16,992,157.71 -213,813,578.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449,770.21 54,504,318.99 36,628,126.87 173,191,87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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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1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8,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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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盛农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6.02% 155,414,292 0 

质押 155,413,920 

冻结 155,414,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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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振国 境内自然人 4.82% 28,757,594 21,568,195 
质押 28,754,485 

冻结 28,757,594 

越野一族（北

京）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3% 9,144,475 0 

质押 7,677,657 

冻结 1,466,818 

徐莉蓉 境内自然人 1.10% 6,568,500 0   

熊毅 境内自然人 0.83% 4,976,640 4,976,640   

云恩元 境内自然人 0.83% 4,975,400    

广东顾地塑胶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6% 4,528,631 0 冻结 4,528,631 

付志敏 境内自然人 0.70% 4,191,100 0   

蒋波 境内自然人 0.46% 2,764,800 2,764,800   

吕宝鲲 境内自然人 0.46% 2,764,800 2,764,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证监会对公司实际控制人任永青先生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19〕50 号）

中认为任永青先生与越野一族（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一致行动人。基于此，山西盛农

投资有限公司与越野一族（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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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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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一）2020年主要经营指标情况 

2020年，公司累计实现营业收入14.29亿元，比上年同期16.40亿元减少2.11亿元，下降12.09%；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2.49亿元。 

（二）2020年主要工作情况 

1、各管道子公司经营状况 

重庆顾地和佛山顾地取得良好经营业绩，分别完成销售收入5.76亿元和3.01亿元，实现利润4703.16万元和900.55万元，

佛山顾地、重庆顾地、甘肃顾地三项费用全年管控较好，同比大幅下降。 

2、以销售为龙头，发挥引领作用 

（1）母公司对销售人员实行岗位绩效考核机制，提高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增强了责任感；（2）佛山顾地和重庆顾地

执行多种销售政策，及时根据市场价格变动合理调整策略，多措并举提高销量；（3）根据市场行情，各公司结合自身实际

制定相应的发展策略，着力巩固和发展中大型客户，拓展中小型新客户群体。 

3、强化服务保障，推动提质增效 

（1）2020年股份公司管道业合计完成生产15万吨以上，面对疫情带来的严峻形势，各公司生产部门仍然顶住压力，能

够根据市场动态，适时调整产品生产结构，保障市场供给；（2）公司各部门与子公司通力合作，不断提高沟通效率，及时

解决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努力降低企业成本，提高工作效率，确保产、供、销全流程有效运转；（3）股份公司

财务部门积极筹措资金，逐步规范工作流程，加强资金管控，组织完成全集团内部的财务培训，紧密各公司间的工作联系和

业务往来，共同规避股份公司整体业务风险；（4）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实行安全隐患排查治理闭环管理。加大安

全教育培训和应急演练力度，认真落实环保整改和职业卫生管理工作，保障员工身心安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5）公司

财务管理中心和总裁办等部门共同努力，顺利完成高新技术企业申报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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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VC 管道 825,109,685.98 122,251,727.27 14.82% -10.78% -28.66% -3.71% 

PP 管道 223,955,362.93 54,896,814.34 24.51% 9.90% -15.63% -7.42% 

PE 管道 370,618,550.57 75,093,360.43 20.26% -17.17% -9.67% 1.68% 

赛事文旅业 3,113,207.54 386,419.92 12.41% -95.03% -98.66% -33.52% 

其他 6,024,231.91 1,338,414.37 22.22% 246.90% 2,370.21% 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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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重大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受新冠疫情的冲击，

公司塑料管道业务及文旅业务收入下降，同时资产减值损失增加，具体资产减值损失本期较上期增加89,430,022.75元，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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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比例706.36%，主要是由于子公司阿拉善盟梦想汽车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及子公司越野一族体育赛

事（北京）有限公司无形资产减值损失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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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准则的会计政策变更 

根据财政部收入准则规定，修订后主要内容如下： 

（1）将现行的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 

（2）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3）识别合同所包含的各单项履约义务并在履行时分别确认收入； 

（4）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引； 

（5）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根据新收入准则关于新旧准则转换的衔接规定，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公司应当根据首次执行该准则

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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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无需对以前年度进行追溯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2019年度相关财务指标，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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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