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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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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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末公司总
股本 44,2861,324 股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公司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8,871,075 股）的股本总额 433,990,249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
金红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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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化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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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576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司景喆

龚健鹏

办公地址

广东省江门市甘化路 62 号

广东省江门市甘化路 62 号

传真

（0750）3277666

（0750）3277666

电话

（0750）3277650、3277651

（0750）3277651、3277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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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箱

sjz@gdganhua.com

gjp@gdganhu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为军工业务和食糖贸易，未发生重大变化。
（1）军工业务
①弹药零部件业务
公司弹药零部件业务由控股子公司沈阳含能承担。
沈阳含能主要承担各种规格钨合金预制破片的研发及制造，产品系列涵盖
钨柱、钨环、钨球等，特性为高密度、抗拉强度大、弹性模量高、热膨胀系数
低以及良好的导热性、导电性等，主要应用于国防科技领域，为海、陆、空、
火箭、战略支援等多部队装备的炮弹、火箭弹及导弹产品进行配套。
沈阳含能拥有军工相关资质，同时是辽宁省高新技术企业，在钨合金预制
破片领域具有相对稳定的竞争地位，产品性能良好，获得军方认可，已与多家
兵工厂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部分常规炮弹及新型火箭弹预制破片的主要
供应商。
②电源及相关产品业务
公司电源及相关产品业务由全资子公司升华电源和四川甘华承担。
升华电源专业从事高效率、高可靠性、高功率密度电源产品的开发设计、
生产、销售与服务，已经建成了可靠性高、质量稳定、技术先进、应用范围广
泛、规格品种齐全的电源产品线，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可靠优质的电源全面解决
方案。升华电源生产的电源属于“电源变换器”，其作用是完成不同制式电能
间的转换。当电子设备对于电压及电流提出各种各样的特殊要求而供电环境不
能满足其多样化需求时，需要通过电源变换器把可获取的电能制式转换为电子
设备需要的制式。升华电源以模块电源系统和定制电源系统两大类产品，主要
服务于机载、舰载、弹载等多种武器平台，主要客户涵盖国内知名军工企业、
军工科研院所、军工厂等。
升华电源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各项军工资质齐全，经过多年的技术和经
验积累，已完成多类电源产品的系列化研制，部分产品性能指标达到了国际一
2

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报告摘要

流企业的技术水平。升华电源依靠先进的技术、优质的产品和优良的服务，形
成相应的品牌优势，积累了一定的客户,具备较强的竞争实力。
四川甘华主要从事电力设备、蓄电池、电子元器件、电子产品及配件等产
品的研发、销售业务，目前致力于电源相关产品及前瞻电源技术的研发、推广
及应用。
（2）食糖贸易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进行食糖的贸易，销售区域以华南地区为主。
食糖是工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原料，目前国内制糖以甘蔗和甜菜
为主要原料，蔗糖是我国国内食糖的主要来源，糖料蔗主产区位于广西、云南、
广东等南方省份，甜菜主产区位于内蒙古、新疆、黑龙江等地区。近几年，我
司在食糖行业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和口碑，业务规模逐步扩大，主要经营区域
涵盖广东、广西、福建、山东等省，“一级糖”、“优级糖”、“精制糖”等
丰富的食糖种类满足了客户对不同质量等级的需求。随着食糖进口政策的明晰，
新冠疫情的缓解和市场信心的逐步恢复，我司在稳固原有市场份额的同时将有
计划的开拓河南、湖南、湖北等地的食糖消费市场，利用资金实力与区位优势，
打造以沿海地区为主，中、南部地区为辅的食糖销售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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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营业收入

514,783,192.92

494,554,058.97

4.09%

409,188,879.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78,140,487.44

98,177,299.08

590.73%

98,071,166.44

74,412,378.12

50,412,695.14

47.61%

-71,113,159.15

-163,912.48

-3,295,348.22

95.03%

328,310,335.3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53

0.22

595.45%

0.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53

0.22

595.45%

0.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49%

8.97%

37.52%

9.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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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比上年增减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

2018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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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

1,943,277,711.58

1,585,635,909.95

22.56%

1,665,566,986.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10,800,895.77

1,123,411,113.89

52.29%

1,109,280,930.9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124,740,384.74

100,445,785.76

73,355,386.65

216,241,635.77

8,648,822.68

24,190,900.84

711,213,876.06

-65,913,112.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757,930.85

19,063,740.91

18,969,558.31

13,621,148.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390,865.65

11,443,038.33

-98,108,111.68

57,110,295.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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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
39,897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40,270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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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1.55%

184,000,000

彭玫

境内自然人

2.32%

10,287,500

冯骏

境内自然人

2.29%

10,135,959

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0%

8,871,075

胡成中

境内自然人

1.43%

6,350,000

李曾三

境内自然人

0.66%

2,921,200

上海泉汐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泉汐名扬多策略
组合投资私募基金 1 号

其他

0.52%

2,322,20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安添瑞 6 个月持有
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2%

2,305,300

上海泉汐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泉汐名扬多策略
其他
组合投资私募证券基金 6
号

0.42%

1,865,700

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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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7,601,969

4,762,500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质押

50,000,000

冻结

24,084,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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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安安康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4%

1,498,300

上述股东中，胡成中为公司控股股东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德力西集
团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冯骏为公司董事，彭玫为其配偶，冯骏与彭玫为一致行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动人；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为公司回购股份设立的专用证
券账户；除此之外，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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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前 10 名股东中，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通过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有）
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5,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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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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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国际经济大幅放缓的大背
景下，公司在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对外坚持以深耕军工产业发展为核心，持
续进行产业布局；对内深化企业管理，加强企业融合，全力推进三旧改造土地
出让工作，同时建立多渠道、多模式的食糖贸易方式，努力提升经营业绩，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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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公司整体发展态势良好。
（1）总体经营情况
2020年公司共完成营业收入5.15亿元，其中军工板块营业收入2.8亿元，食
糖贸易营业收入2.28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78亿元。截至
2020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9.43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17.11
亿元。
（2）主要工作进展
①加强内部融合，推动业务发展
2020 年，公司加强内部融合，持之以恒做好疫情防控，精准施策复工复产，
同时不断加强核心技术创新，深入推进成本控制、提质增效，圆满实现年度工
作目标，完成了年度业绩承诺，整体经营态势良好。本年度，升华电源被认定
为四川省技术企业中心；沈阳含能被认证为辽宁省首批新型创新主体“瞪羚企
业”。
②变更公司名称，打造全新形象
公司成立初始，主要以甘蔗综合利用来开展制糖、造纸及生化产品的生产
销售业务。近年来，公司主营业务在梳理调整后发生了重大变化，现主营业务
为军工业务和食糖贸易，结合公司发展现状和未来战略方向，2020年11月，完
成了公司名称由“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广东甘化
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由“广东甘化”变更为“甘化科工”的相关工
作。使公司名称与主营业务更加匹配，有利于打造公司全新的市场形象。
③实施战略投资，参股锴威特半导体
公司自 2018 年转型以来，军用电源已经成为公司主要业务板块，为持续做
精做强军工电源板块业务，2020 年 9 月及 10 月，在以自有资金收购锴威特半导
体股权及对其增资后，公司共持有其 20.06%股权。通过对锴威特半导体实施战
略投资，有望对公司电源板块的技术、研发工作产生积极的协同效应，将加快
公司核心器件国产化步伐，有效提升产品竞争力。
6

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报告摘要

④完成土地出让，获取发展资金
2020 年，公司全力推进“三旧”改造土地的出让工作，在新冠疫情爆发及
江门市土地出让政策改变的不利情况下，积极与市政府各部门保持紧密沟通，
顺利完成 248 亩“三旧”改造土地的挂牌出让工作，预计获得土地分成款约 9.6
亿元，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
⑤启动股份回购、完善激励体系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高度认可，为建立完善公
司长效激励机制，公司在综合考虑经营情况、财务状况以及未来盈利能力的基
础上，决定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8,871,075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2.00%，公司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
激励计划，将有利于保护全体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促进公司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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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糖产品

228,000,529.02

325,544.85

0.14%

-5.63%

-92.09%

-1.56%

预制破片

117,487,101.71

57,252,860.60

48.73%

-2.38%

9.02%

5.10%

电源及相关产品

160,505,856.31

134,866,825.42

84.03%

38.49%

44.97%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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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为 67,814.05 万元，较上
年增加 590.73%，主要原因是本期转让“三旧”改造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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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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2017 年 7 月 5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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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执行新收入准则。
新收入准则要求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即
2020 年 1 月 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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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行新收入准则时，本公司仅对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计
影响数进行调整，详见（3）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
表相关项目情况。
②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无重大会计估计变更。
③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11,550,739.97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不适用
-

单位:元
2020年1月1日
4,323,914.96
6,395,420.37
831,404.64

币种:人民币
调整数
-7,226,825.01
6,395,420.37
831,404.64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2019年12月31日
6,312,914.97
不适用
-

各项目调整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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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1日
4,313,914.96
1,769,026.56
229,973.45

币种:人民币
调整数
-1,999,000.01
1,769,026.56
229,97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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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合同负债、预收款项、其他流动负债
于 2020 年 1 月 1 日，本公司将与商品销售和提供劳务相关的预收款项
7,226,825.01 元重分类至合同负债，并将相关的增值税销项税额重分类至其他
流动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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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减少子公司：
序 号
1

子公司全称
江门甘化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子公司简称

报告期间

未纳入合并范围原因

投资置业

1-10月

注销

子公司江门甘化投资置业有限公司于本期注销，自注销之日起不再纳入合
并报表范围。

法定代表人：施永晨

广东甘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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