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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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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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了无法表

示意见的审计报告（CAC 证审字[2021]275 号），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关于贵州长征天成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报告非标意见的专项说明》（CAC 函字【2021】01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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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 2020年度公司未满足《公司章程》中利润分配的条件，因此公司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亦不进

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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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天成 600112 天成控股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高健 雷晓禹 

办公地址 贵州省遵义市武汉路长征电气工业园 贵州省遵义市武汉路长征

电气工业园 

电话 0851-28620788 0851-28620788 

电子信箱 xiaoyray@163.com xiaoyray@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业务包括电气设备制造、矿产资源开发业务等。 



（二）经营模式 

1、电气设备制造业务 

电气设备制造是公司的传统经营业务，公司所生产的电气设备主要用于电力系统的控制和保

护，既可根据电网运行需要将一部分电力设备或线路投入或退出运行，也可在电力设备或线路发

生故障时将故障部分从电网快速切除，从而保证电网中无故障部分的正常运行、保护运行维修人

员的安全，电气设备的安全性、稳定性对电力系统的安全、有效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目前公司该板块业务主要产品系中压电气设备，公司生产的中压产品固体绝缘环网柜已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在电气设备市场中具有良好的品牌形象。中压电气产品主要包括固封式真空断路

器、SF6 气体绝缘环网柜、固体绝缘环网柜等。 

（1）销售模式 

中压电气产品主要用于城市、农村配电网改造，采取直接销售、经销商代理及 OEM 贴牌合作

等多种销售模式。 

（2）采购模式 

公司所有大宗采购均通过招标方式进行。公司以销定产，生产管理部门根据实际需求情况制

定采购计划，采购部门会综合考虑供应商的生产能力、售后服务、技术保障和相关资质等挑选优

质的供应商，然后对供应商的产品进行试用，合格后再进行采购。 

对于大额销售合同所采用的原材料，公司在投标报价阶段就与供应商达成采购意向，在销售

合同签订后即与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的方式进行成本控制，实行低存货管理减少资金占用。公司

与零部件供应商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完善了供应链管理，保证零部件质量和供应的稳定性，

减少零部件价格波动对生产成本的影响。保证采购工作做到调控合理、质优价廉，满足生产经营

需求。 

（3）研发模式 

公司根据电气设备市场特点和自身发展的要求，在研发体制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创新，

依托广西壮族自治区级企业研发中心和技术中心，制定并实施了以市场为导向，以新产品、新技

术为核心的研发管理体制，推动了公司组织结构的调整，建立和完善了管理流程，建立了有效的

人才培养体制，大大提高了公司运营效率，从根本上提高了公司核心竞争力。 

2、矿产资源开发业务  

公司参股的海外锆钛矿企业香港长城矿业开发有限公司，是在非洲莫桑比克获得矿产采矿证

中为数不多的中资企业，在锆钛矿领域有着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和较大的发展空间。香港长城主要

从事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对非洲莫桑比克中部省份的克里马内沿海锆钛矿 5004C 矿区进行开采，

加工提炼及一般进出口贸易，目前的主要产品为锆中矿和钛精矿。 

（三）行业情况说明 

1、电气设备制造行业 

电力设备制造行业是中国制造业的基础和脊梁,是决定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迈进的重要关

键行业之一，也是机械工业最主要的子行业之一。近年来我国加大对重大电力设备研发的政策扶

持，使得电力设备制造业发展速度加快，也取得了重要进展。电力设备制造业作为我国的传统产

业，具备较强的比较优势和需求潜力，受到应用领域需求向好、技术创新能力显著、重大装备有

所突破、产业结构调整过程明显加快等利好因素影响，我国已进入世界电力装备制造大国行列。 

未来随着国家不断增大对电源、电网的建设投入，电力设备的市场需求还将明显增长，但随

着行业对电器质量、研发创新、营销、服务能力等多维要求的不断提升，行业集中度提升成为趋

势，且行业存在过剩问题，低端产能面临长期持续出清。伴随着下游地产、新能源、5G 设备等领

域头部企业集中度日益提升，国产替代趋势继续演绎，行业利润将向具备技术优势、渠道优势、

规模优势的企业集中。 

电气设备行业处于产业链中端，对上下游议价能力弱，成本转嫁能力不足，营运资金沉淀严



重。2020 年以来主要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行业内企业的短期资金压力和成

本控制压力，并影响行业盈利稳定性。另外，行业无序竞争将持续压低价格，竞争压力较大。 

公司作为国内较早掌握电气设备生产技术的企业之一，在行业内已享有一定知名度，公司下

属子公司银河开关为中国电器工业协会高压开关分会常务理事单位，其生产的中压产品固体绝缘

环网柜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桂工信科鉴[2013]66 号），并参与制定了中国电力行业标准《12kV

固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DL／T1586-2016）和国家标准《3.6kV〜40.5kV 交流金

属封闭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GB/T3906-2020）的修改，公司在行业竞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北

海银河开关设备有限公司和广西银河迪康电气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的中压六氟化硫气体绝缘环网

柜（广西名牌产品），历经十余年时间已在行业内建立起品牌和口碑。 

2、矿产资源开发产业 

公司的矿产资源开发产业主要为锆钛矿开发。锆钛矿由于其特殊的金属特性，被广泛应用于

精密铸造、高级耐火材料、航空航天、化工等行业。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莫桑比克自

3 月 23 日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签证停发、限制入境，致使国外员工返工滞后，生产人员严

重不足，且国际海运市场跌宕起伏。公司参股的海外锆钛矿企业香港长城矿业开发有限公司，积

极采取应对措施，化解不利因素，全力做好生产保障，维持生产、销售正常运转良好态势，产销

量、净利润较 2019 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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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1,262,384,768.88 1,672,653,738.49 -24.53 2,470,570,545.40 

营业收入 139,312,904.18 266,355,402.38 -47.70 509,662,920.96 

扣除与主营业

务无关的业务

收入和不具备

商业实质的收

入后的营业收

入 

126,466,419.89 / / /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95,503,958.07 -846,007,878.14 76.89 12,006,476.7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20,776,465.37 -691,180,375.78 68.06 -145,124,611.8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63,144,621.01 367,366,174.10 -117.19 1,213,628,665.25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8,487,952.94 -113,661,944.24 83.73 -167,491,181.27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3839 -1.6614 76.89 0.0236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3839 -1.6614 76.89 0.0236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72.5125 -110.1091   1.0400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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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64,374.87 63,284,821.39 25,923,745.19 33,839,962.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6,285,942.55 -27,345,009.46 -42,083,643.46 -99,789,362.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23,636,481.38 -33,128,157.21 -43,179,984.10 -120,831,842.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284,365.06 -7,051,224.91 3,933,485.08 -16,654,57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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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8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0,34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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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

司 

0 93,403,800 18.34 0 质押 93,403,8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李陆军 2,972,140 10,053,988 1.97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颜开旺 6,812,710 6,812,710 1.34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刘书 5,999,900 6,509,900 1.28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李世伟 3,540,000 3,990,000 0.78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李波 3,607,300 3,607,300 0.71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钟文勇 3,267,861 3,267,861 0.64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黎伟权 694,500 3,151,400 0.62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李瑶 2,985,972 2,985,972 0.59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金雷 2,971,000 2,971,000 0.58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控股股东银河集团与其它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有无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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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31.29万元，较上年同期 26,635.54万元，同比减少 47.70%；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550.40万元，较上年同期-84,600.79万元，同比增加 7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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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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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20年 6月 27决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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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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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北海银河开关设备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贵州长征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江苏银河长征风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遵义市通程矿业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贵州博毫矿业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遵义市恒生矿产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100.00 

天成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买付通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74.00 74.00 

遵义汇万银置业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遵义市裕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100.00 

遵义万鼎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遵义万鸿机电贸易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