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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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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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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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鸿图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董事会秘书

002101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莫劲刚

谭妙玲

办公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兴民路 222 号天盈广场东塔
3001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兴民路 222 号天盈广场东塔
3001

电话

020-38856709

020-38856709

电子信箱

mjg@ght-china.com

tml@ght-chin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2.1 行业发展状况
2020年第一季度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全球众多整车厂和零部件企业停工停产，使得汽车产业受到严重
影响。随着我国对新冠疫情的有力防控，自4月份起，我国汽车产销量逐步恢复。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数据，2020年全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22.5万辆和2,531.1万辆，同比分别下降2%和1.9%；其中乘
用车产销分别完成1,999.4万辆和2,017.8万辆，同比分别下降6.5%和6%。新能源汽车表现亮眼，产销分别
完成136.6万辆和136.7万辆，创历史新高，同比分别增长7.5%和10.9%；其中新能源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124.7万辆和12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3%和14.6%。
2.2 公司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主要划分为以下三大业务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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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精密铝合金压铸件业务
公司致力于精密铝合金压铸件的设计和生产制造，产品主要用于汽车、通讯和机电行业，包括：用于
汽车发动机、变速箱配件的缸盖罩、油底壳、变速器壳体、离合器壳体、齿轮室以及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
和车身结构件的电池箱壳体、减震塔、副车架等，及用于通讯基站发射机的箱体、散热器、盖板等以及各
类电机零部件。
公司从事压铸业务的主体包括：本公司（母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南通鸿图、武汉鸿图。
（2）汽车内外饰件业务
宁波四维尔主要从事汽车内外装饰件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与售后服务，主要产品包括汽车外饰
件系列产品（汽车标牌、散热器格栅、车轮盖、装饰条等）、汽车内饰件系列产品（出风口、门扣手等）
及其他塑料件产品（发动机罩）等，其中汽车标牌、散热器格栅、出风口、装饰条为宁波四维尔的主力产
品。
公司从事内外饰件业务的主体包括：全资子公司宁波四维尔及其下属子公司四维尔零部件、四维尔科
技、四维尔丸井、长春四维尔。
（3）专用车业务
宝龙汽车的主营业务为研发、生产、销售防弹运钞车、军警车、民用防弹车、休旅车、救护车、检测
车、低速电动车、残疾人无障碍车和工程车等专用车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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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5,596,026,124.59

5,906,316,589.79

-5.25%

6,060,102,532.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5,727,831.68

27,584,306.87

464.55%

336,540,062.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1,666,362.37

7,110,252.43

2,033.07%

307,237,265.18

1,154,325,988.18

879,161,414.49

31.30%

566,745,213.0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

0.05

480.00%

0.6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

0.05

480.00%

0.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6%

0.61%

2.85%

7.58%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资产总额

8,087,779,670.21

8,079,323,179.18

0.10%

8,488,879,586.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561,291,591.82

4,443,847,379.84

2.64%

4,575,537,067.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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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8,103,874.22

1,208,050,238.03

1,666,178,717.29

1,763,693,295.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572,091.14

42,668,326.06

82,443,270.29

78,188,326.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9,486,991.01

41,123,785.63

78,709,746.63

81,319,821.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2,729,031.92

157,523,757.40

396,681,768.90

207,391,42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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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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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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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
22,305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20,971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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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07%

95,773,700

0

高要鸿图工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79%

62,492,395

0

广东省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06%

53,315,598

0

肇庆市高要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26%

49,063,281

0 质押

22,698,511

上海四维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3%

17,107,040

0 质押

15,460,000

钶迪（宁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4%

9,741,760

0

宁波杭州湾新区拓宜贸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7%

9,400,000

0

王志力

境内自然人

1.44%

7,650,000

0

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3%

7,025,000

0

广东粤科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5%

6,612,551

0

上述股东中，广东省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与广东省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及广东
粤科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三者均为广东省粤科金融集团有限公司实际
控制的企业；高要鸿图工业有限公司与肇庆市高要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存在关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联关系，后者为前者的控股股东；上海四维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宁波杭州湾新区
拓宜贸易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二者为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相互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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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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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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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爆发和中美经贸关系态势紧张给汽车行业带来的不利影响，公司按照
董事会的总体部署，迎难而上，稳中求进，通过采取科学有效的疫情防控措施、全力以赴开拓国内外市场、
加大研发促进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确保利润实现、规范管理严防经营风险、加强党建引领等措施，促进业
务高质量发展，全力以赴完成年度各项生产任务。
1.1 总体情况分析
报告期内，受新冠疫情及国际经济下行冲击影响，汽车行业整体销量下滑，面对国内外经济结构性调
整带来的风险与机遇，公司以“立足主业，充分利用各类平台与资源，积极发挥领先优势与自身特长，巩
固扩大现有市场地位和优质客户”为主线，以“开拓市场扩份额，提质增效保利润，创新研发促升级，规
范管理控风险”为抓手，攻坚克难，稳经营保生产。在汽车市场下行的大背景下，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559,602.61 万元，同比下降 5.25%;实现营业利润 22,582.68 万元，同比增长 7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5,572.78 万元，同比增长 464.55%。
1.2 主要工作开展情况
（1）凝心聚力抢抓订单，新能源业务稳步提升
压铸板块通过有效的市场营销解决方案，推进产品结构调整，加快转型升级，报告期内新开拓客户 2
家，开发新产品 55 款，其中新能源和高精尖类业务逐步增长，销售占比达 21.78%，新开拓的新能源产品
项目按生命周期销售占比达 43%。
内外饰件板块通过调整市场策略和激励机制，新承接订单创新高。一方面努力满足客户快速开发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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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争取当期销售订单，另一方面依托技术优势和良好口碑，强化销售与产能匹配度，科学制定抢市场策
略，报告期内新承接订单创历史新高，新开拓客户 3 家，新产品项目共 399 个。
（2）加大研发创新投入，提升核心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研发创新投入，产品技术工艺水平持续提升。压铸板块年内在三电产品核心
工艺、结构件新材料、新技术等方面共完成研发项目 5 项，在氦气检漏工艺、搅拌摩擦焊、免热处理合金、
SPR 铆接技术、超低速压铸技术等方面的研发及应用均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和效益；内外饰件板块在光电产
品、选择性电镀、车身漆、低温等离子注入技术应用原理等方面取得较大突破，在新能源产品、表面处理
新工艺等方面持续创新。
（3）压实防疫主体责任，推进全面复工复产
公司压实防疫主体责任，坚持把员工的健康安全放在首位，通过采取科学有效的防疫措施，切实落实
“培训宣传到位、员工排查到位、防控机制到位、防疫物资到位、内部管理到位”五个到位要求，各生产
基地均第一时间获批复工复产，做到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两手抓、两手硬”，在有效保证员工身体健康
的同时，确保了产品交付不脱节。
（4）柔性生产精细管理，挖潜降本提质增效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精益改善全流程覆盖，全面控制各项成本，资产使用效率有效提高。一是开
展成本控制专题培训，强化全员成本意识。二是通过产品结构调整、采购降本、工艺优化等措施，控制质
量成本、提升人均产值、提高设备利用率及资产周转率。三是强化各业务板块信息化建设，加强生产数据
的收集与分析，改善生产流程，提升生产效率，实现综合成本领先。
（5）危机意识严防风险，盘活资产加快周转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动各板块外协回收和产能协同，实现板块内资源共享，提高产能利用率。同时，
采取系列措施严控资金风险、化解宁波四维尔商誉减值风险。
一是加强压铸板块高要基地金渡一二工厂与金利工厂的产能协同，强化内外饰板块宁波四维尔与四维
尔丸井的外协回收和产能协同。二是将“供给侧结构性问题”作为市场开拓工作的思路之一，加速富余产
能的消化,提高了资产使用效率。三是通过争取低息融资方案、适当增加资金储备等措施严控风险，以确
保现金流安全、防止供应链断裂。四是加强风险预防，通过加大市场开拓和技术研发力度，管理提升降成
本等措施，化解宁波四维尔商誉减值风险。
（6）党建与生产经营相融合，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定不移地加
强党的领导，坚持做到两个“一以贯之”，在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中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
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凝心聚力，推进公司党建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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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汽车压铸件

3,500,469,259.12

761,316,204.87

21.75%

-4.01%

-15.27%

-2.89%

汽车饰件

1,934,725,812.39

441,776,293.72

22.83%

-2.05%

-15.80%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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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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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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会计政策变更
①执行新收入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2017年修订）》（财会[2017]22号）
（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0年4月3日决议通过，公司于2020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前述新收
入准则。
新收入准则为规范与客户之间的合同产生的收入建立了新的收入确认模型。为执行新收入准则，公司
重新评估主要合同收入的确认和计量、核算和列报等方面。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规定，选择仅对在2020年1
月1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进行调整，以及对于最早可比期间期初（即2019年1月1日）之前或2020
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合同变更予以简化处理，即根据合同变更的最终安排，识别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
约义务、确定交易价格以及在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之间分摊交易价格。首次执行的累积影响金
额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初（即2020年1月1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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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主要变化和影响如下：
A、对2020年1月1日财务报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2019年12月31日（变更前）金额

2020年1月1日（变更后）金额

合并报表
1,665,423,713.11
839,934,647.10

母公司报表
534,339,007.44

合并报表
1,518,757,228.37

母公司报表
447,413,351.38

285,965,314.43

932,617,484.99

338,546,823.15

46,862,501.04

21,073,127.52

50,358,757.07

23,489,657.32

应付账款

1,101,783,224.55

357,808,826.78

1,083,549,275.87

339,574,878.10

预收账款

17,762,617.82

4,271,363.90

224,259.04

56,297,681.42

5,921,971.58

应收账款
存货
递延所得税资产

合同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16,395,844.05

3,779,968.05

57,440,196.15

6,413,367.43

其他应付款

184,560,893.84

未分配利润

990,001,800.26

553,857,667.06

966,326,754.71

541,533,365.09

盈余公积

128,615,133.98

128,615,133.98

127,245,767.09

127,245,767.09

177,351,864.14

B、对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度的影响
采用变更后会计政策编制的2020年12月31日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各项目、2020年度合并及母公司
利润表各项目，与假定采用变更前会计政策编制的这些报表项目相比，受影响项目对比情况如下：
a、对2020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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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收入准则下金额
应收账款

旧收入准则下金额

合并报表
1,522,144,748.12

母公司报表
481,821,641.91

合并报表
1,584,611,425.09

母公司报表
508,336,932.90

895,610,700.19

330,693,476.54

848,153,280.28

310,121,016.53

58,995,423.78

24,583,380.50

58,995,423.78

24,583,380.50

16,256,719.67

1,812,400.45

存货
递延所得税资产
预收账款

204,790.01

合同负债

15,310,697.42

1,603,894.21

其他流动负债

42,562,042.57

10,683,763.07

41,820,810.33

10,475,256.83

应付账款

1,277,768,650.87

426,789,847.32

1,283,232,938.98

432,254,135.43

应交税费

48,028,604.95

6,539,419.32

51,190,328.22

9,027,730.55

其他应付款

227,197,764.95

69,101,232.37

234,401,774.50

69,101,232.37

未分配利润

1,100,635,131.39

734,308,460.08

1,100,015,344.36

732,499,668.55

148,665,222.09

148,665,222.09

148,464,245.25

148,464,245.25

盈余公积

b、对2020年度利润表的影响
单位：元
2020年度新收入准则下金额
合并报表
母公司报表
5,596,026,124.59
2,006,695,929.62

报表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2020年度旧收入准则下金额
合并报表
母公司报表
5,658,492,801.56
2,033,211,220.61

4,354,347,824.18

1,623,172,191.50

4,399,458,373.30

1,642,076,968.03

97,553,734.18

39,131,658.27

102,389,418.98

41,812,272.15

341,568,050.44

120,764,756.45

351,747,534.09

125,216,114.17

18,314,381.74

4,135,568.33

21,476,105.01

6,623,879.56

营业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所得税费用

1.2会计估计变更
本公司本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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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处置
子公司名称

价款
（元）

华驭智能（深
圳）有限公司

-19,530.21

处置价款与处置投资对应 丧失控制 丧失控制
股权处
丧失控制
股权处 丧失控制
的合并报表层面享有该子 权之日剩 权之日剩
置比例
权时点的
置方式 权的时点
公司净资产份额的差额 余股权的 余股权的
（%）
确定依据
（元）
比例（%） 账面价值
63.75

减资

2020年11 工商变更
月4日
日

1,523.25

0.00

丧失控制
权之日剩
余股权的
公允价值

0.00

0.00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但昭学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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