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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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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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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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378710854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 元（含
税）
，送红股 0 股（含税）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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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伍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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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95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凤菊

胡仁绸

办公地址

江西省丰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火炬大
道 26 号

江西省丰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火炬大
道 26 号

传真

0795-6206009

0795-6206009

电话

0795-6242148

0795-6206009

电子信箱

cfj@hua-wu.com

hurc@hua-wu.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工业制动器业务介绍
公司主要从事工业制动器及其控制系统的研发、设计、制造和销售，是目前国内生产规模大、产品品
种全、行业覆盖面广，并具备较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工业制动器专业生产商和工业制动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
是我国工业制动器现有多项行业标准的第一起草单位。公司产品应用领域主要涉及港口、冶金等起重运输
机械领域、风电新能源领域、轨道交通、摩擦片等领域。
1、港口、冶金等起重运输机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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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风电新能源领域
公司风电制动器产品广泛运用于风力发电主机制动系统中，在风电制动器领域，公司已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公司风电偏航制动在全国范围内保持市场领先地位。

公司风电产品客户基本涵盖了国内主要风电设备主机厂商，其中包括金风科技、广东明阳、远景新能
源、浙江运达、湘电股份、上海电气、东方电气、国电联合动力等，且是国内唯一一家西门子风电全球合
格供方。
3、轨道交通制动系统
公司全资子公司华伍轨交上海公司主要从事轨道交通制动系统的研发、制造和销售，作为公司本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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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轨道交通产业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在有轨电车制动这一细分市场领域已经拥有多条线路交付业
绩，地铁市场也在逐渐实现市场突破，最终实现轨道交通市场的良性增长。

4、摩擦材料领域
公司是国内首家实现自主研发摩擦材料配方及生产的工业制动器生产企业。公司能根据客户主机应用
环境及工况需要，调整摩擦材料的原料配方，并通过特殊成型工艺，生产具备相应摩擦系数、强度以及耐
高温的摩擦衬垫。

（二）工业制动器及制动系统产品介绍
1、常规制动器产品
（1）各种常规工业制动器：主要包括盘式制动器、块式制动器、带式制动器、轮边制动器、电磁制
动器等；
（2）各种防风装置，包括如防风铁楔、轮边制动器、夹轨器、顶轨器等；
（3）开发系统集成及智能化产品，包括传动系统集成、制动系统智能化等。
2、风电制动器产品：主要包括高速轴制动器、偏航制动器、转子制动器、液压锁销和液压站等产品。
3、轨道交通制动系统：包括低地板车辆制动系统、悬挂车车辆制动系统、磁悬浮车辆制动系统等为
轨道交通车辆等配套的制动系统。
4、摩擦材料：适合不同制动器工况的各类摩擦材料，半金属（有机复合摩擦材料）、粉末冶金、陶瓷
基、碳陶和碳碳复合摩擦材料等。
（三）军工业务介绍
公司积极投身“军民融合”发展浪潮，把握军用航空高端装备制造行业的发展黄金期，加强军工领域
的发展步伐，优化公司自身产业布局，实现工业制动器领域与航空领域的双引擎发展。公司军工业务主要
包括航空零部件和军机维修两部分。
1、航空零部件业务
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德科技立足航空领域，致力于各类航空工艺装备、发动机零部件的研发和制造，主
要产品包括工装、模具、发动机反推、机匣等。安德科技已取得二级保密资格单位证书、武器装备科研生
产许可证、装备承制证书、武器装备质量体系认证证书等系列证书。
安德科技在军用航空零部件制造领域有着良好的口碑和扎实的研发实力，紧跟客户发展步伐，是成飞
公司、航发科技等知名企业的重要供应商。由于我国军用航空装备快速发展，新装备及存量装备的配套需
求快速增长，主机厂产能扩张不断加快，航空零部件外协加工比例和数量将继续增长，安德科技将充分受
益。另外随着某型号涡扇航空发动机定型批量生产，安德科技紧跟配套研发的机匣及反推产品将批量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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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直接受益于该款发动机型号的快速上量。
2、军机维修业务
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沙天映主要从事航空装备、飞机试验和维修检测保障设备等的研发和制造。长沙天
映已取得三级保密资格证书、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装备承制单位注册
证书，是中航工业主要主机厂所的合格供应商，在多个业务领域有广泛的业务合作。
长沙天映在飞机检测试验设备和飞机零部件精密加工等领域拥有扎实的研发生产能力，其以加入贵飞
“工业联合体”为契机，开展无人机整机设计、制造、飞机维修项目等相关业务。长沙天映是国内目前极
稀缺的涉足军用无人机维修的民营企业之一，在高行业壁垒保护、高技术水准要求的有力条件下，长沙天
映维修业务将快速发展，并充分受益于军用无人机的高速发展、新旧机型的更迭替换、技术升级的换代需
要。
（四）其他业务介绍
公司控股子公司金贸流体为新三板上市企业，主要从事球墨铸铁、特种材质金属管件、快速连接器、
阀门等各类流体工程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主要运用领域为民用水利管网建设。
公司参股子公司华伍行力主要从事过程控制设备和阀门驱动装置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电动
执行机构，可通过远程控制信号传输，实现对阀门的精准控制和流量的安全调节，产品广泛应用于发电、
石油、化工等领域。
（五）公司的经营模式
公司长期坚持自主创新的技术发展道路，自主品牌、自主研发产品、生产并通过自己组建的渠道销售
产品。作为关键零部件主要供应商，公司长期聚焦“大客户战略”
，时刻关注客户需求，与主要客户形成
并保持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在保持产品性价比优势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与客户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以期
获得更多的订单。公司产品一般以直销为主，通过投标、商务谈判等方式获取订单，生产模式一般采取“以
销定产”模式。
公司产品生产分为两大部份：第一部分，主要部件及核心环节采用全自主生产，从原材料到成品组装，
采用流水线式生产；第二部分，为减少成本，提高生产效率，部分组件采用外协方式对外采购。公司经过
二十多年的积淀，培养了大量技术熟练的生产、技术人员，每个工艺环节都有工程作业流程，使公司的工
艺水平和技术能力始终保持在行业领先水平。同时公司通过改进传统设备，引进先进设备，保证生产能力
行业领先。此外，公司严格按ISO9000标准改进公司的质量控制体系，使公司的质量控制水平保持同行业
优秀水平。
公司采购部门根据客户订单和生产指令的需要制定采购计划，采购标的在质量方面经采购人员前期
核查确认，采购价格经采购部负责人及公司审查人员审核后下采购订单，到货时由质检部人员进行检验，
检验合格后仓库办理入库。
公司根据用户个性化需求和特殊技术要求签订技术协议和商务合同，进行设计开发、制造符合用户需
求的产品。同时建立产品跟踪服务模式，根据产品生命周期，为客户提供全面的技术支持和运维服务。
（六）行业变化情况
公司主要产品为各类工业制动器及控制系统、军工航空零部件，产品应用领域主要涉及港口、冶金、
矿山等重型起重机械领域，风电新能源领域，军工领域。行业变化情况及行业发展趋势详见本报告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第九部分“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之（一）
“行业格局和趋势”
。
（七）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下游客户对工业制动器的需求旺盛，其中特别是风电客户，受风电行业政策驱动影响，
风电行业新增装机容量不断增加，客户对风电制动器的订单量创新高。其他领域内产品的市场需求依然保
持良好势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稳步提升。报告期内，受国家大力发展军民融合利好因素影响，公司全资
子公司安德科技和控股子公司长沙天映军工业务快速发展，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本报告期业绩变化的主要
影响因素及变化原因详见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第一部分“概述”中经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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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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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营业收入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1,314,830,576.18

1,073,675,536.68

22.46%

925,290,768.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4,360,350.37

78,206,262.35

110.16%

-99,421,102.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9,610,819.81

73,416,843.25

103.78%

-118,714,582.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9,986,164.75

56,148,062.87

452.09%

-37,032,258.1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426

0.2106

110.16%

-0.264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426

0.2106

110.16%

-0.26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74%

6.65%

6.09%

-8.14%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2,912,106,995.12

2,547,849,743.01

14.30%

2,414,301,120.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67,186,367.91

1,212,121,799.53

12.79%

1,139,895,55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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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086,289.67

391,774,551.84

364,002,240.61

380,967,494.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592,541.55

60,342,586.28

52,310,220.76

27,115,001.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359,315.09

59,051,656.45

49,492,560.75

17,707,287.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163,699.53

-17,721,298.79

50,477,999.21

234,065,764.80

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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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55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26,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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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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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景华

境内自然
人

16.44%

62,267,500

46,700,625

质押

6,621,693

聂璐璐

境内自然
人

13.20%

49,977,814

45,133,360

质押

49,760,000

丰城市创东
方丰水湖投
资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7.43%

28,1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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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振华重
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88%

22,257,800

江苏新潮科
技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39%

12,844,300

江西华伍科
技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06%

7,800,000

江西华伍制
动器股份有
限公司－第 1
期员工持股
计划

其他

1.52%

5,737,840

陕西省国际
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5%

3,979,343

华润深国投
信托有限公
司－华润信
托·福润 1 号
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0.63%

2,400,000

王新潮

境内自然
人

0.55%

2,093,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聂璐璐为聂景华之女，聂景华与聂璐璐为一致行动人关系，江西华伍科技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系聂景华控制的法人股东，聂景华持有该公司 90%的股权。江西华伍制
动器股份有限公司－第 1 期员工持股计划系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及员工认购成立的
持股计划。除以上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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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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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执行董事会制定的年度经营计划，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按照年初制定的发展目标，坚持战略
引领，发挥公司的品牌优势、技术优势、产品优势和管理优势，以“高端制造、智能制造”为行动纲领，按照“创新驱动、
质量为先、绿色发展、优化布局”的行动方针，坚持工业制动系统和航空军工零部件“双引擎”驱动发展，保持核心技术领
域优势，不断加强市场开拓力度，提供更具竞争力和更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不断增强企业盈利能力，保持稳健持续较快
的发展势头。
在公司董事会的领导下，公司管理层带领全体员工不忘初心，只争朝夕，开动脑子想办法，撸起袖子加油干，经过不懈
地努力，抓住了行业发展机遇，特别是风力发电、工程机械和军工业务的市场机遇，同时加强内部管理、降本增效，超额完
成了年初制定的目标，实现了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快速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工作情况主要如下：
（一）总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15亿元，与去年相比增长22.46%；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1.64亿元，与去年
同期相比增长110.16%。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2.46%，主要原因是市场销售积极推进，成果显著，产品需求旺盛，生产任务饱满。从业
务结构来看，2020年风电装机容量创历史新高，风电主机厂对风机制动器等零部件配套的需求大幅增加，公司风电制动系统
销售收入达到 5.08亿元，同比增长58.30 %；公司继续深耕港口起重机客户，在传统起重机制动器市场取得稳定增长，塔机
制动器市场取得新突破，实现快速增长；公司航空零部件配套业务受益于客户需求旺盛，实现同比较快增长。
报告期内，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同比增长110.16%，增长幅度较大，增长的主要原因有，一是市场开拓进展顺利，
销售收入的增长促使净利润同向增长；二是市场需求快速增加，产能利用充分，生产规模效应促进毛利率的同比提升；三是
公司持续推进成本独立核算和全员绩效考核等改革措施，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下降，降本增效成果较为明显。公司综合毛利
率有所提升，费用增速低于营业收入增速，公司盈利水平得到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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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29.12亿元，与期初相比增加14.30%，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13.67亿元，与期
初增长12.79%。
（二）市场开拓情况
公司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开展销售工作，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坚定不移地践行大客户战略，
以品牌优势和技术优势提高客户认可度，
“为客户创造价值”的理念深入贯彻实施。在业务实施层面，公司根据“产业升级、
高端制造、两个平台、双腿迈步”的发展策略，不断优化公司自身产业布局，实现工业制动系统领域与航空军工领域的双引
擎发展，从而不断助推公司的盈利提升。
在工业制动系统领域，报告期内，公司紧紧抓住风电行业需求快速释放的历史机遇，乘势而上，紧盯主机厂客户，实现
销售订单的快速增长，国内风电市场销售连续四年大幅增长，与此同时，国际风电市场开始取得一定突破，获得西门子歌美
飒风机制动器订单，为未来海外市场的开拓打下一定基础。在传统重型起重制动系统市场，公司继续深耕港机等客户，积极
开展新型制动产品的推广工作，实现传统市场的稳定增长。在工程机械领域，紧抓塔机业务的需求增长机遇，挖掘既有客户
需求、积极开拓新客户，实现业务的翻倍增长。在轨道交通领域，公司首次获得轨道交通车辆用地铁架控式电控制动系统订
单，在该领域取得突破。
在军工业务领域，报告期内，子公司安德科技坚持“军民融合，飞发并进”的发展思路，凭借创新的技术领先优势、高
水平的生产管理及质量控制优势，是航发科技、成飞集团等重要客户的供应商，安德科技全程参与研发的机匣及反推装置已
经列入某型号涡扇发动机重要配套零部件，得益于需求的快速增长，在2020年取得零部件配套业务的快速增长；子公司长沙
天映持续努力提升在无人机维修领域的相关经验与能力。
（三）技术研发情况
公司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持续投入行业新产品、新技术研究开发工作。报告期内，公司坚持研发创新，持续进行研
发投入，投入总额7048.28万元，占营业收入5.36%，比上一年度进一步提高。
新产品开发与市场推广方面，融合新型工业外观设计和技术性能提升的制动器在港口自动化码头得到批量配套项目，产
品电动化研发项目成果之一的电动夹轨器成功在码头防风升级改造项目中得到配套和实施。在风电领域，围绕海上大功率风
电机组开展产品研发与应用工作，其中变桨电动锁销在行业内首次应用，常规风机锁销产品也在多个海上风机客户中得到应
用，此外，大功率风机主轴制动器产品也在国内外客户中得到推广。在矿车制动器领域，研发成果得到小批量应用。在电磁
制动器领域，积极开发和试制用于港口自动化轨道吊、风机变桨机构和电机尾端等的制动产品。在军工业务领域，拥有零部
件加工防变形、复杂型板成型工艺设计、特殊形钻模板孔加工法等核心技术，正在积极开展成都双流生产基地建设工作，扩
大产能，将核心技术持续转化为满足客户需求的系列零部件配套产品。
在产品智能化方面，公司与江西移动5G研究所签订“5G+智能制动器”战略合作协议，以提升产品智能化、数字化，实
现远程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功能，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客户粘着度。
（四）企业管理及人才建设
公司围绕战略目标的实现，优化业务资源配置，持续推进信息化运营管理手段落地，落实经营目标和绩效考核管理工作，
推进人力资源管理提升工作。
在优化业务资源配置方面，为有效扩大制动系统产能，同时降低运营成本，公司开始探索轻资产运营模式，在江西省新
余市设立全资子公司江西华伍智能传动装备有限公司，将非核心工序委外生产，有效管控成本，承接部分既有产品业务，并
探索新产品的试制与生产。
在信息化运营管理方面，持续优化ERP、BPM等系统，结合管理制度、业务流程的变化动态更新；丰富电子管理看板种类，
结合不同业务板块、不同部门工作需求，针对性开发管理看板，提高管理效率，服务于工作决策。
在落实经营目标和绩效考核工作方面，继续与各分子公司、各部门签订目标责任状，开展年度绩效考核管理工作，进行
目标按月分解，持续跟踪执行情况，动态调整绩效结果，确保年报目标完成情况督导到位。
在人力资源管理提升方面，积极利用外脑资源，完成管理诊断工作，对于组织机构、职责进行优化设计，开展人才梯队
建设工作，完成管理骨干外训工作，并与高校签订人才定向培养协议，拓宽人才库。
（五）企业文化及品牌建设
疫情期间，公司得到了宜春市、丰城市以及各分子公司所在地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指导，主营业务在最短时间内得以复工
复产，为顺利完成全年经营目标打下良好的基础。公司同时也向抗击疫情捐款100余万元，积极履行自身的社会责任义务。
公司注重行业交流，参加第六届中国长垣国际起重装备博览交易会、2020北京国际风能展以及2020年度振华重工码头智
能化解决方案交流论坛等行业交流会议。公司荣获中国重型机械工业协会授予的“中国重型机械行业‘十三五’科技创新标
兵企业”荣誉证书，并再次荣获“中国重型机械行业——卓越企业”称号，董事长荣获“优秀企业家”奖，公司核心骨干入
选“江西省2020年百千万人才工程”
，荣获“宜春市十佳科技工作”称号等等。
公司持续开展各项文化建设活动，举办上市十周年庆典，邀请客户、行业协会、各界朋友等与公司员工一起，共1000
余人参加庆典。持续开展扶贫助学等公益活动。举办各类员工文体活动，丰富员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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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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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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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6%

31.64%

41.03%

3.01%

204,241,657.75

40.21%

58.30%

76.94%

4.24%

170,727,084.63

51,257,608.71

30.02%

-13.64%

-11.78%

0.63%

军用航空零部
件

135,041,116.27

58,172,247.59

43.08%

31.16%

-11.39%

-20.68%

劳务收入（含
军机维修）

47,843,943.85

18,191,381.29

38.02%

-42.01%

-54.58%

-10.52%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起重运输制动
系统

356,779,161.73

161,485,808.97

风电制动系统

507,983,289.33

金属管件、阀
门产品

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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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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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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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福尔卡摩擦片有限公司
江西华伍智能传动装备有限公司

变更原因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取得
投资设立

2.公司之孙公司常州庞丰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于2020年3月12日注销，本年度公司合并子公司常州庞丰
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利润表、现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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