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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48           证券简称：华东数控           公告编号：2022-016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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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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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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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东数控 股票代码 00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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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璐 刘璐 

办公地址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山路 698 号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山路 698 号 

传真 0631-5967988 0631-5967988 

电话 0631-5912929 0631-5912929 

电子信箱 002248@huadongcnc.com 002248@huadongcnc.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营业务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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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以研发、生产和销售数控机床、普通机床及其关键功能部件为主营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自设

立以来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主营业务产品包括数控龙门铣床（龙门加工中心）、数控龙门磨床、

数控外圆磨床、万能摇臂铣床、平面磨床、动静压主轴等机床和功能部件。公司现有主要优势产品如下表

所示：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样图 产品特点 适用范围 

1 

HLC500、 630、

800、1000、1250、

1500系列卧式加

工中心 

 

整体结构采用倒T型，立柱采用门式

框型，刚性好；主轴中心线与立柱两

导轨中心线在同一平面，加工精度

高；接屑及排水底盘为与底座铸造一

体结构，防水效果好。 

广泛适用于军工、工程机械、汽

车、航空航天、通用机械、铁路

机械、化工机械等行业。 

2 

HMC500、630、

800APC系列双工

位卧式加工中心 

 

采用正T型床身结构设计，采用高刚

性滚柱线性导轨，导轨跨距大，机床

整体刚性好，承载力强；配有双工位

高精度回转工作台，可以大大节省工

件的装夹时间，提高机床使用效率。 

广泛适用于汽车发动机、变速箱

体壳、工程机械等行业零部件的

复杂加工。 

3 

XKW2316、22、

28、32、37、42

系列线轨数控龙

门镗铣床 

 

采用大框架、高刚性龙门框架结构，

是一款高质量、高精度、高性能的高

档技术复合型产品。 

广泛适用于汽车、航空航天、轨

道交通、模具等机械加工领域。 

4 

XKW2642、50、

63系列数控龙门

移动式镗铣床 

 

采用龙门框架移动，工作台固定结

构，具有超强的承载能力，具有良好

的动态性能。 

广泛适用于航空航天、轨道交

通、船舶、工程机械等行业大型、

重型零件机械加工领域。 

5 

MC（K）W7512、

16、18、22系列

龙门平面磨床 

 

集机、电、液等先进技术于一体，具

有高刚性箱型铸件构造、热对称变形

结构，结构紧凑，占地面积小，操作

简便。 

广泛适用于机械、模具行业，适

用于钢件、铸铁及有色金属等材

料的平面精密磨削加工。 

6 

MC（K）W53系

列定梁数控龙门

导轨磨床 

 

机床采用龙门式布局，由双立柱、横

梁及床身组成封闭刚性框架结构。 

磨头主轴采用动静压轴瓦结构，运动

精度高、抗振性好的优点。工作台采

用油缸驱动，运动平稳，液压站主电

机为伺服电机，能耗低。  

广泛适用机械行业、模具行业，

适用于钢件、铸铁及有色金属等

材料的平面、导轨面的精密磨削

加工。  

 

7 

MC（K）W52系

列动梁数控龙门

导轨磨床 

 

机床采用龙门式布局，由双立柱、连

接梁及床身组成封闭刚性框架结构，

横梁采用阶梯梁结构，局部镶贴钢导

轨，整体刚性强。磨头主轴采用动静

压轴瓦结构，运动精度高、抗振性好

的优点；工作台采用油缸驱动，运动

平稳，液压站主电机为伺服电机，能

耗低。 

广泛适用机械行业、模具行业，

适用于钢件、铸铁及有色金属等

材料的平面、导轨面的精密磨削

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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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MG2050NC2 高

精度数控平面磨

床 

 

机床主要部件采用全新的对称结构

设计，保证了机床的热均衡稳定性，

同时具有高强度结构刚性与良好的

减震阻尼性能。机床配置高精度的磨

削控制系统，高分辨率、高精度光栅

尺，使产品能达到u级精度，并能长

期使用保持加工精度不变。 

本机床广泛应用于精密模具制

造、精密光学部件、精密光学玻

璃、医疗器件、手机制造等精密

部件和零件加工。 

 

9 
SG40100NC3 数

控平面磨床 

 

采用十字拖板布局形式和三轴数控

系统，立柱采用双层壁结构，配备自

动定尺寸磨削和故障自动报警功能。 

适用机械加工、维修和工具车间

使用。 

10 
M7165磨头移动

平面磨床 

 

整体结构采用T型布局，内部加强筋

布局合理，强度高，稳定性好；主轴

轴承为筒子瓦结构或套筒式结构，抗

冲击性强。 

适用于军工、汽车、航空航天、

模具、机械制造等行业的磨削钢

件、铸铁及有色金属等各种金属

零件的表面。 

11 
SG60160SD 立柱

移动平面磨床 

 

采用立柱移动式前后移动形式，可实

现磨头前后上下自动进给工作，配备

故障自动报警功能。 

主要磨削钢件、铸铁及有色金属

等各种金属零件的表面，适用机

械、模具加工厂和汽车等行业的

大中件磨削。 

12 

MGK1320、1332

系列高精密数控

外圆磨床 

 

本机床为两轴联动CNC高精密数控

外圆磨床，选用SIMENS、FANUC或

其它数控系统，X、Z轴联动实现直

线和圆弧插补，完成斜面及圆弧的磨

削。本机床可完成各种中小型零件的

圆柱面、圆锥面、轴肩等单面或组合

面的磨削。可以进行砂轮成型修整，

实现成型磨削。 

该产品除满足诸如汽车、摩托

车、压缩机、汽车变速箱、油泵

油嘴、阀芯阀杆等传统行业的外

圆柱面的精密磨削加工外，也适

用于诸如立体打印之胶辊、陶

瓷、半导体等等新兴行业的外圆

柱面的精密磨削加工。 

13 

MK1320B、1332、

1350系列数控外

圆磨床 

 

两轴伺服控制，可实现纵磨和切入磨

削。配置外径主动量仪及轴向定位

仪，可实现一个轴段外径磨削的闭环

控制。 

适用于磨削各种批量生产的小

型圆柱类及齿轮轴类零件的外

缘及端面。 

14 
M13、14系列外圆

磨床 

 

左右导轨采用P-V构造，经高精级手

工刮研，使全系产品具备高精度、高

稳定性；砂轮架前后进给导轨可选用

滚柱、线轨两种结构。经典操纵机构，

简单、安全、可靠。 

适用于磨削各种批量生产的小

型圆柱类及齿轮轴类零件的外

缘及端面。 

15 

MKW1380 

、 13100、 13125

系列砂轮架移动

式磨床  

本机床采用一体式床身砂轮架移动

式结构，工件只作旋转运动，砂轮架

拖板（Z轴）在床身上作纵向往复运

动，砂轮架（X轴）在拖板上作横向

进给运动，操作位置在拖板上的结构

布局。纵向、横向两运动导轨采用V-

平开式节流静压导轨，摩擦系数低，

精度保持性好。砂轮架主轴采用动静

压轴瓦结构，具有回转精度高、刚性

大、抗震性好、重载重切的特点。 

该系列数控外圆磨床适用于磨

削IT5～ IT6级精度的大中型轴

类零件圆柱形回转体的外圆表

面及端面，用于单件小批量生产

的场合。可应用于船舶、机车车

辆、重型机械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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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MGK28系列数控

立式磨床 

 

机床采用阶梯立壁式结构布局，底

座、横梁采用加强型符合铸件结构，

整机刚性高，机床回转工作台主轴采

用闭式静压结构，适于高刚性、高精

度立式复合磨削工艺。 

产品广泛应用于军工、航空、航

天、汽车、船舶、电子等行业复

杂零件的精密磨削。 

17 
HDGie2010 复 合

磨床 

 

机床为五轴四联动智慧型精密磨床，

其中X轴采用DDL直线电机直驱技

术；Z1、Z2轴采用伺服直连AI智慧

丝杆技术；B轴、C轴采用伺服驱动，

预留力矩电机直驱接口；外圆磨头为

自 有 专 利 技 术 ， 内 圆 磨 头 为

30000RPM电主轴结构，通过恒温控

制技术，可以实现内外圆、内外端面

的一次装夹成型磨削，可选配在线检

测装置，实现全闭环精密复合磨削。 

产品适用于军工、航空、汽车、

电动工具、齿轮、刀具、丝杆、

医疗行业等高端行业的精密磨

削。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1,508.08 万元，同比增长 50.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419.21 万元，同比增长 116.80%。产品毛利率上升 1.57 个百分点，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同比

均有所下降，公司生产经营进入良性发展阶段。主要原因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调整经营策略，开发适应市场需求的新产品，丰富市场营销方法，加大市场营

销力度。产品销量扩大，成本降低，销售毛利进一步提高。同时，控制支出，清偿债务，期间费用减少；

积极清收应收款项，信用减值损失减少。 

（2）受机床行业市场需求持续增强影响，公司适时开发新产品、升级老产品，从设计源头严控质量、

成本，提高产品价格竞争优势，产品销售量和生产量均有上升，具体情况如下表： 

项  目 单位 2021年 2020年 同比增减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销售量 台 1,687 1,344 25.52% 1,036 698 596 

生产量 台 1,490 1,239 20.26% 1,124 1,134 365 

库存量 台 659 856 -23.01% 961 873 437 

2、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经营模式：技术研发+产品生产+对外销售的经营模式 

研发模式：根据市场需求及客户要求，公司按照规划进行新产品的研发和老产品的升级改进，不断提

升产品性能，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巩固公司的行业地位。 

生产模式：公司采用订单式和备货式相结合的生产模式。一般情况下，定制机床产品采用订单式生产，

接受国内外客户的订单，根据订单生产和供应产品。对于流量型中小型数控机床及普通机床采用备货式生

产，以满足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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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模式：主要采用分地区选择经销商代理销售为主。在国内经销商营销网络方面，公司建立了以总

代理制为主的销售代理体系，以点带面，全面开发国内市场；在国外市场方面，公司拥有一批常年稳定有

实力的代理商，产品销往世界各地。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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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527,931,064.89 519,030,046.89 1.71% 603,103,829.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3,735,493.02 48,417,478.75 31.64% 131,704,138.02 

项  目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315,080,796.62 210,013,902.52 50.03% 161,378,299.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192,053.45 -84,469,632.18 116.80% 26,635,925.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225,949.46 -50,311,615.18 114.36% -78,943,999.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138,353.37 23,902,534.56 -3.20% 22,394,652.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27 118.52% 0.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27 118.52% 0.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33% -94.41% 119.74% 22.6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70,857,273.85 87,512,537.94 75,007,275.07 81,703,709.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89,457.31 1,807,770.21 2,379,808.28 5,015,017.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17,939.17 1,369,429.41 1,417,674.52 2,720,906.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060,898.29 8,562,281.39 2,759,472.70 755,7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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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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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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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69,377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60,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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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威海威高国际医疗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50% 53,825,800 0   

唐鑛 境内自然人 1.77% 5,431,700 0   

汤世贤 境内自然人 1.48% 4,556,257 0   

王志明 境内自然人 0.49% 1,513,301 0   

方芳 境内自然人 0.41% 1,257,002 0   

戴凤有 境内自然人 0.39% 1,209,900 0   

涂植纯 境内自然人 0.35% 1,071,200 0   

林国法 境内自然人 0.28% 866,300 0   

北京愚公移山投资顾问有限公

司－愚公移山私募基金 1 号 
其他 0.28% 860,300 0   

平潭综合实验区智领三联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智领三联发达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6% 791,2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威高国际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未知相互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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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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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高金科技由于合同纠纷向北京仲裁委员会递交了仲裁申请书，要求公司返还其缴纳的增发保证金，

支付利息及资金占用费等。北京仲裁委员已作出裁决，公司已按照裁决如期支付所有款项，本次仲裁已结

案并执行完毕。具体内容详见 2018 年 12 月 21 日、2019 年 1 月 15 日、4 月 15 日、2021 年 3 月 15 日刊载

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的《关于收到仲裁材料的公告》、

《关于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108、2019-002、030、2021-013）。 

2、公司与高金科技证券认购纠纷案。具体内容详见 2021 年 10 月 18 日、2022 年 4 月 18 日刊载于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的《关于重大仲裁的

公告》、《关于重大仲裁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49、202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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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连小明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