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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66                              证券简称：经纬纺机                          公告编号：2021-18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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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704,13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12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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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纬纺机  股票代码 000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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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雪华 郭俊 

办公地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39 

号第一上海中心七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39 

号第一上海中心七层 

传真 8610 84534135  8610 84534078-8501 

电话 8610 84534078-8188 8610 84534078-8501 

电子信箱 jwzd@jwgf.com jwzd@jwgf.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由近七十年历史的原经纬纺织机械厂改制成立，是世界500强企业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骨干企业—中国恒

天集团有限公司的核心成员。公司产品涵盖纺纱、织造、捻线、化纤等机械设备，是新中国纺织工业发展壮大的见证者和参

与者，对全球纺织工业的持续进步做出了贡献。在深耕纺机产业的同时，公司积极推进产融结合，旗下中融信托的壮大发展

促进了纺机实业的进步。公司“纺机+金融”双主业格局增强了抵御风险的能力。  

纺机业务：  

作为中国纺机工业的先行者，公司历史传承悠久、专业积淀深厚，凭借丰富的行业经验，创新的科技能力，先进的制造

体系，强大的营销网络，完善的服务系统，为中国和世界纺织工业提供了先进、节能、环保的装备保障和成套项目解决方案。

公司始终以客户需求为导向，深入推进传统制造企业向数字科技企业和服务制造企业的转型，通过聚焦智慧纺织工厂全面解

决方案、数字化科技服务、产业生态服务平台建设，进一步彰显了公司综合实力。 

      金融业务： 

    公司金融业务主要来源于所属子公司中融信托。作为国内影响力、竞争力领先的信托公司，中融信托秉承与优秀企业共

同成长的投资理念，依托专业的资产管理能力和投资研发团队，为委托人和受益人提供个性化投融资解决方案，致力于为投

资者创造长期价值。中融信托重视发展信托本源业务，着力培养主动管理能力，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实体经济发展与国民

财富增长做出了贡献。为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中融信托加速业务转型，努力建设成为业务全面优化、管理大幅提升、创新

持续推进的一流综合资产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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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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4,563,912,718.55 4,686,686,076.25 -2.62% 6,042,902,233.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0,478,764.48 490,335,005.26 -16.29% 757,007,965.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4,772,047.63 493,256,622.27 -56.46% 644,919,008.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87,239,974.76 16,151,262.50 5,393.32% 4,792,408,426.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830 0.6964 -16.28% 1.08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830 0.6964 -16.28% 1.08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8% 5.72% -1.14% 9.48%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总资产 37,104,516,853.70 35,718,572,800.57 3.88% 38,939,057,130.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154,440,274.04 8,790,460,517.25 4.14% 8,328,333,10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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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2,309,751.07 997,517,632.75 742,102,330.46 2,161,983,004.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340,431.52 119,907,978.05 69,850,321.44 169,380,033.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645,835.52 112,167,532.38 53,822,449.48 41,136,230.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51,796,192.08 -1,736,770,442.23 -2,453,448,940.15 9,229,255,54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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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69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5,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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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纺织机械

（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31.13% 219,194,674 210,579,426 
质押 4,339,420 

冻结 54,395,248 

中国恒天控股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49% 172,407,49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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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恒天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70% 19,012,505 19,012,505   

香港中央结算

（代理人）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1.13% 7,960,107 0   

夏重阳 境内自然人 1.12% 7,900,000 0   

江永忠 境内自然人 0.40% 2,872,984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30% 2,093,443 0   

廖晖 境内自然人 0.28% 1,996,402 0   

邢映彪 境内自然人 0.28% 1,989,949 0   

曹立恒 境内自然人 0.28% 1,939,8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中国纺机、恒天控股与中国恒天存在关联关系，并且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股东江永忠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2,747,384 股，股东邢映彪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

持有 1,989,949 股，股东曹立恒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82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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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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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经济深度衰退，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国际贸易和投资交往大幅萎缩，纺

机行业在叠加自身周期性调整影响下，市场需求进一步萎缩，内销及出口总量下降，企业产能不能得到有效释放。年初以来，

金融信托业务在严监管环境及市场利率下行、流动性持续宽松影响下，展业压力加大，非标资产不断压缩，主动管理趋势明

显，行业竞争不断加剧，业绩分化显著，信托公司正在业务结构、盈利模式和资本实力等方面深化调整和升级，行业转型进

入关键期。 

公司面对严峻复杂的市场环境，在董事会的坚强领导下，统筹推进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聚焦主责主业，推进高质量发

展，践行使命担当，力争维护全体投资者的权益。年度运营情况及经营业绩自下半年逐渐稳定向好，纺机业务和信托业务实

力及竞争力依旧位居同行业前列。 

纺机业务和金融业务经营情况详见年报全文相关部分。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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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纺织机械 3,367,344,823.98 462,161,210.85 13.72% -9.34% -15.60% -1.02% 

金融信托及资金

投资 
5,142,717,070.18 5,142,717,070.18 100.00% 2.67% 2.67% 0.00% 

非纺机 121,637.17 97,862.02 80.45% 1.07% 738.33% 70.75%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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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本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以及通知，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新收入准则取代了财政部于 2006 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15 号—建造合同》(统

称“原收入准则”)。在原收入准则下，本公司以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新收入准则引入了收入确认

计量的“五步法”，并针对特定交易或事项提供了更多的指引，在新收入准则下，本公司以控制权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

判断标准，具体收入确认和计量的会计政策参见本附注五、（二十三）。 

本公司依据新收入准则有关特定事项或交易的具体规定调整了相关会计政策。依据新收入准则的规定，根据履行履约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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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本公司依据新收入准则对与收入相关的信息披露

要求提供更多披露，例如重要合同或业务与履约义务相关的信息和与分摊至剩余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相关的信息，包括履约

义务通常的履行时间、重要的支付条款、公司承诺转让的商品的性质（包括说明公司是否作为代理人）、公司承担的预期将

退还给客户的款项等类似义务、质量保证的类型及相关义务等。 

本公司对收入来源及客户合约流程进行复核以评估新收入准则对财务报表的影响。本公司的收入主要为纺织机械销售、

棉麻销售、金融信托业务，且收入均来源于与客户签订的核定价格的商品销售合同，收入仍于向客户交付时点确认。采用新

收入准则对本公司除财务报表列报以外无重大影响。 

本公司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计影响数，调整 2020 年 1 月 1 日的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

间信息不予调整，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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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报告正文第九节财务报告中第八项合并范围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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