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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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施 2020 年度利润分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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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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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联重科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中联重科

股票上市交易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0157

股票代码

01157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笃志

徐燕来

办公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银盆南路 361 号

湖南省长沙市银盆南路 361 号

传真

0731-85650157

0731-85650157

电话

0731-85650157

0731-85650157

电子信箱

157@zoomlion.com

157@zoomlion.com

1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工程机械和农业机械的研发、制造、销售和服务。工程机械包括混凝土机械、起重机械、
土石方施工机械、桩工机械、高空作业机械、消防机械、矿山机械、叉车等，主要为基础设施及房地产建
设服务；农业机械包括耕作机械、收获机械、烘干机械、农业机具等，主要为农业生产提供育种、整地、
播种、田间管理、收割、烘干储存等生产全过程服务。
工程机械行业属于高技术壁垒与资金、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生产制造呈现多品种、小批量、零部件多、
制造工艺复杂等特点，行业进入门槛较高，行业景气度与宏观经济及固定资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房地
产投资密切相关，当前行业已进入相对成熟的发展阶段。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升，国产替代持续加速。近年来，工程机械市场集中度不断提高，通过技术
积累竞争胜出的龙头企业在品牌效应、规模效应等方面优势越来越突出，资源进一步向龙头聚拢，强者恒
强效应凸显，行业集中度有望继续提升。伴随我国工程机械制造水平的提升和产品竞争力带来的优势，国
产替代趋势持续加深。
二是行业周期波动性趋于缓和。无论从持续时间还是需求强度来看，本轮行业景气度均显著高于上两
轮景气周期。环保政策趋严、机械替代人工趋势加深以及“两新一重”、“一带一路”建设纵深推进等利
好驱动，平滑行业周期性波动。从产品来看，起重机械、混凝土机械等作为工程机械后周期产品，未来两
年将持续处于设备更新高峰期，有望接力挖掘机，拉长工程机械行业景气周期。此外，高空作业平台人均
保有量和产品渗透率均远低于发达国家，发展空间十分广阔，将以其高成长性助力工程机械可持续稳健发
展。
三是向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加速转型。进入智能互联时代，以5G、大数据、工业互联网为代表
的新技术日新月异，为工程机械的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充分赋能。与此同时，中国人口红利减弱、现代施
工项目大型化、日益严格的环保要求，以及客户对产品价值提升的诉求等，要求行业加快往自动化、数字
化与智能化方向转型升级。
农业机械行业产品市场需求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与季节性特征，行业增速主要受农作物种植面积、农机
购置补贴政策、粮食价格等因素影响。近年来，我国农机企业通过自主研发，逐渐填补了国内自主生产高
端农业机械产品的空缺，大幅缩小我国农机工业与国外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当前国内自主生产的农机产
品种类愈加丰富，产品性能进一步提升。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作物生产的全程机械化将是未来“大
农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国家有关部门陆续颁布一系列促进农机行业发展的政策，加强对农业机械的
扶持力度，给予农业机械行业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此外，国家出台土地流转政策，有利于土地连接成片、
形成规模经营，从而能在实际农业生产中充分利用现代农业机械，提高生产效率。随着农作物种植的全程
机械化和全面机械化趋势不断发展，及国家对“高端装备”、“智慧农业”等相关产业政策扶持不断加强，
农机企业在创新突破、打造核心竞争优势上寻求发展与突破，中高端农机产品与智慧农业将迎来市场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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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营业收入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65,108,942,242.75

43,307,395,375.43

50.34% 28,696,542,909.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280,671,792.59

4,371,456,570.63

66.55%

2,019,857,001.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308,545,968.50

3,514,297,528.88

79.51%

1,490,218,830.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21,753,673.31

6,219,349,490.09

19.33%

5,064,119,22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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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8

0.58

68.97%

0.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7

0.58

67.24%

0.26

16.70%

10.82%

5.88%

5.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0 年末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116,274,938,529.14

92,068,028,637.66

26.29% 93,456,651,846.14

46,743,743,472.54

38,863,231,588.26

20.28% 38,201,194,80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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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66,682,073.67

19,760,551,603.92

16,416,805,486.62

19,864,903,078.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26,091,689.50

2,992,175,894.02

1,668,051,544.80

1,594,352,664.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70,193,948.68

2,635,257,282.42

1,450,587,902.75

1,352,506,834.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9,110,827.46

1,160,007,614.46

2,537,775,941.20

3,404,859,29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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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970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320,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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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香港中央结算
（代理人）有限
公司（HKSCC 境外法人
NOMINEES
LIMITED）

17.45%

1,385,500,
279

0

湖南省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 国有法人
督管理委员会

15.79%

1,253,314,
876

0

长沙中联和一
境内非国有
盛投资合伙企
法人
业（有限合伙）

8.59%

682,201,86
4

0 质押

香港中央结算
境外法人
有限公司

8.22%

652,432,76
9

0

中联重科股份
其他
有限公司－第

4.92% 390,449,92

0

数量

309,745,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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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

4

中国证券金融
国有法人
股份有限公司

2.94%

233,042,92
8

0

智真国际有限
境外法人
公司

2.12%

168,635,60
2

0 质押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国有法人
公司

1.46%

115,849,40
0

0

汇添富基金管
理股份有限公
其他
司－社保基金
1103 组合

0.66% 52,499,901

0

阿布达比投资
境外法人
局

0.45% 35,887,203

0

168,635,60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无
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无
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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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中联重科股
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 18 中联 01
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
期)

112805

2018 年 12 月 03
日

2023 年 12 月 03
日

200,000

4.65%

中联重科股
份有限公司

112927.SZ

2019 年 07 月 10
日

2024 年 07 月 10
日

100,000

4.00%

19 中联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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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
期)
中联重科股
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 20 中联 01
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
期)

149054.SZ

2020 年 03 月 11
日

2025 年 03 月 12
日

200,000

3.30%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1、根据2018年8月21日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重科股份限公司2018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信
用评级报告》，公司主体评级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2、根据2019年5月27日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19年跟踪评级
报告》，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主体评级为AAA，“18中联01”债券评级为AAA，评级展望稳定。
3、根据2019年6月21日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信用评级报告》，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主体评级为AAA，“19中联01”债券评级为AAA，
评级展望为稳定。
4、根据2020年2月13日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信用评级报告》，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主体评级为AAA，“20中联01”债券评级为AAA，
评级展望为稳定。
5、根据2020年5月25日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20年跟踪评级
报告》，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的“18中联01”、“19中联01”和“20中联01”的债券信用等级为AAA。“18中联01”、“19中联
01”及“20中联01”上市以来，未发生信用评级变化。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58.82%

57.06%

1.76%

EBITDA 全部债务比

15.41%

14.41%

1.00%

10.19

4.01

154.11%

利息保障倍数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快速蔓延，世界经济受到较大冲击。中国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积极复工复产，率先实现经济复苏，成为全球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工程机械行业受设备更新换代、安全环保升级、机械替代效应及“两新一重”建设持续推进等多重利
好驱动影响，市场需求强劲，全年行业保持高景气度。
国家对农业的重视度持续提升，政策扶持力度不断加大，在耕种红线的硬约束、土地流转、粮价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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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都给行业带来较大正面支持，农机行业潜藏的机遇显现，市场活跃度增强。
2020年以来，公司坚持“技术是根、产品是本”的高质量发展理念，用互联网思维做企业，用极致
思维做产品，深化数字化转型，坚持高研发投入，技术产品全面升级，产业梯队加速壮大，行业龙头地位
稳固，新兴板块持续突破，业务风险有效管控，销售规模与经营质量达历史最好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开展的主要工作如下：
（一）深化实施聚焦战略，产品梯队竞相突破
报告期内，公司在“装备制造+互联网”、“产业+金融”总体战略的框架下，围绕装备制造主业，
加速推进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做强产品梯队，持续打造增长极与增长点。
1、做强做优工程机械
全年工程机械产品销售收入613.83亿元，同比增长49.75%。
①主导产品加速超越和领先。
报告期内，公司在坚持高质量经营战略、严控业务风险的前提下，核心产品订单和销量持续高增长，
混凝土机械、工程起重机械、建筑起重机械三大产品竞争力持续增强，市场份额持续攀升。
汽车起重机、履带起重机市场份额均创历史新高。汽车起重机国内市场份额逐年稳步提升，其中30
吨及以上汽车起重机销量居行业第一；履带起重机国内市场份额位居行业第一，公司履带起重机获评第五
批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王牌产品ZCC9800累计销售占同级别产品70%以上市场份额，大吨位履带
起重机订单已排产至2021年下半年。
建筑起重机械销售额创历史新高，销售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智能制造战略布局持续提速，在W系列产
品的优势基础上，四季度再次推出W二代新品，极致的产品性能以及升级换代速度彰显公司行业龙头优势
地位。
混凝土机械市场份额显著提升，其中：长臂架泵车、车载泵、搅拌站市场份额仍稳居行业第一；搅拌
车轻量化产品优势凸显，市场份额提升至行业前三。
②潜力市场全面突破。
土方机械在产品创新、智能制造、销售模式、市场布局等方面全方位发力。推出搭载全新平台的智能
化G系列产品，具有高效、可靠、节能等显著优势；中联智慧产业城首开区挖掘机械园区中大挖智能装配
车间实现产品下线。更多新品持续推出以及中联智慧产业城挖掘机械园区带来的发展动能释放，公司土方
机械市场竞争力进一步提升。2020年市场销量强劲增长，后发优势明显，全年销量提升至国产品牌第六名。
高空作业机械快速补齐产品，拥有剪式、曲臂式、直臂式三大系列40多款‘可靠、绿色、智能’的产
品，锂电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智能化、数字化技术实现批量应用，为客户提供更为全面、完善的产品配置。
2020年市场份额稳居行业第一梯队。干混砂浆推出多款移动筒仓技术设备，夯实干混砂浆设备王牌产品地
位；发力布局干混砂浆材料新领域，进军蓝海市场，打造中联新材全新板块。
矿山机械全力开发新产品，初步形成为客户提供一体的露天矿成套设备，以示范矿山项目拉动销售，
打造新的业务增长点。
③持续加强关键零部件产业布局
公司持续加大关键零部件的技术研发，提升油缸、液压阀、工程桥等核心零部件自主研发与自主可控
生产能力，持续完善产业链布局，提升核心零部件自制率，增强产品竞争力。
2、农业机械加速转型升级
公司加速向智慧农机和智慧农业转型，以科技创新赋能现代农业，已形成“农机设备+智慧农业”两
条主线，夯实发展基础，蓄积发展后劲。
①农业机械实现跨越式发展
以“夯基、聚焦、突破”为战略主线，前端聚焦渠道，深耕市场，后端做精产品，强本固基。产品创
新升级可靠性提升，高科技、高毛利产品按计划研发推进，产品结构持续优化。甘蔗机继续保持市场第一，
抛秧机首年推出即获得突破，取得市场第一；打捆机实现突破，首次取得市场第一；小麦机、烘干机国内
市场份额保持行业第二；产品销售结构和盈利能力均明显改善。
②加速推进智慧农业
农机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智慧农业三大数据平台实现融合应用，构建未来智慧农场的整体架构；
注册成立中联智慧农业公司，大力推动安徽、湖南等智慧农业示范及推广项目落地；率先建成首个水稻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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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农场，数字农业模型搭建完成，具备大面积商业推广能力。
3、产融结合助推产业升级
以中联资本为平台，以产业基金为主体，全力配合实业板块完善产业链布局，助推产业转型升级；推
行上游供应链融资，助力集团生态圈建设；建立票据风险防御系统，提供安全便捷的结算服务；成功实施
定向增发，通过A股定增和H股配售，公司获得长期发展资金；实施债券融资，优化负债结构，降低资金
成本。
4、加速数字化转型
公司加速推进工业互联网转型，以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为载体，深化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
联互联等技术，业务数字化平台加速迭代升级，全面提升运营效率与客户体验；多系统互联互通，打造智
能化服务平台，服务业务全面移动化，智能化；大力推进产品、制造、供应链及管理的数字化与智能化升
级，赋能产品的智能化、制造的数字化、管理的智慧化，数字化融入企业运营的全链条、贯穿企业管理的
全流程、激活企业发展的全要素。
（二）加速推进智能制造，打造产业发展新模式
公司加速生产制造的智能化升级换代，快速推进智能工厂、智能产线、智造技术建设，持续发力智能
制造核心能力建设，打造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新模式。
1、快速推进智能工厂建设。智慧产业城建设全面推进，已进入“边建设边投产”的全新阶段，首开
区挖掘机园区实现首台中大型挖机下线；常德关键液压元器件（液压阀）智能制造园区已建成投入运行，
沅江搅拌车类产品智能制造升级产业园、常德起重机械产业基地建设项目二期（塔机智能工厂二期）已进
入产线安装阶段，汉寿农机、塔机华东智能制造基地已部分投入使用，智能制造全面发力，夯实公司高质
量发展基础。
2、加速智能技术研发与应用。开发行业领先的智能制造技术30多项，融合AI、机器视觉、机器人控
制等10余类前沿技术，全面实现作业全过程无人化，突破上装电驱作业系统、电机驱动平台等关键系统与
元件。
（三）技术创新引领市场，树立行业标杆
坚持“技术为根，产品为本”发展理念，打造行业领先技术和高端产品，占领科技创新制高点，引领
行业标准，保持专利实力行业第一。
1、全面升级4.0创新工程，占领科技创新制高点
在工程机械板块，公司打造的国内唯一5桥8节臂单发带超起ZAT2200H8全地面起重机成功上市；W
系列塔式起重机，通过ETI智控、结构、传动三大技术升级实现跨代；推出“凌云”系列四桥59米泵车，采
用钢镂空臂架技术和双独立液压系统，整机减重5%，成为行业轻量化泵车标杆产品；研制的ZE550EK-10
等大吨位破碎挖掘机，自主匹配破碎模式，高效节油；智能、绿色、可靠的新一代挖掘机G系列产品全球
发布；全球最高ZT68J自行走直臂式高空作业平台、行业首创ZSM100D阶梯式制砂生产线、装拆快、计量
准的集装箱式工程站等新产品成功上市，成为引领行业发展的标杆；研制下线了全球首台25吨新能源汽车
起重机、ZLJ5318GJBLBEV-纯电动智能搅拌车等多款新能源工程机械产品，推动工程机械“绿色化”；突
破汽车起重机吊装作业目标精准识别、混凝土泵车固定场景下自动布料等智能化系列技术，全面推进产品
无人化，智能化。
在农业机械板块，聚焦智能化、高端、大马力产品的研发，补齐行业短板。2ZPY-13A抛秧机成功上
市，填补国内空白；动力换挡大马力拖拉机全新升级，配置GPS导航及无人驾驶功能，实施精准作业；推
出的10kg小麦收获机采用单纵轴流脱粒分离技术、静液压驱动技术，适应国内谷类多作物收获，成为中型
纵轴流收获机的标杆产品；9YY-2200圆捆机新品上市，解决了草捆密度控制及缠网等攻关难点，整体技术
处 于 国 际 先 进 水 平 ； AI 小 麦 收 获 机 完 成 技 术 迭 代 ， 可 小 批 推 广 ， 持 续 引 领 行 业 技 术 方 向 ；
T/NJ1258-2020/T/CAAMM 104-2020 《 谷 物 收 获 机 械
智 能 感 知 与 控 制 终 端 》 、
T/NJ1259-2020/T/CAAMM 105-2020《智能作业全喂入联合收割机》等2项农机AI团体标准已发布；“切
段式甘蔗联合收获机研制与应用”项目荣获安徽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一种卸粮装置、具有其的农业机
械及卸粮方法”发明专利荣获安徽省专利金奖。
2、拓展应急救援装备研发，推出多款行业领先产品
全球最高63米大跨距特种举高喷射消防车、国内首款曲臂云梯消防车、国内首款25米级主战云梯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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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车、全球首款森林隔离带开辟车、25米单跨折叠式应急架桥车、DB1000应急沙石打包模块车、BD3200
排水抢险车、ZLTH37多功能遥控拓荒机器人等新产品成功下线；国内首款曲臂云梯消防车，能成功解决“救
援最后一米难”问题，大幅提升了救援效率，打破了国外曲臂云梯消防车在国内的垄断地位；牵头承担了
“灾害现场高机动多功能模块化救援装备研发与应用示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3、标准引领再发强音，专利实力行业第一
公司是首家主导制定国际标准的国内工程机械企业，国际标准化注册专家已增至17人，新发布国际、
国家、行业等外部标准17项，在研33项，国际标准ISO 21573-2:2020《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 混凝土泵第2
部分：技术参数的测试方法》获正式发布，至此，公司已正式发布国际标准3项；制修订和实施4.0企业标
准348项，公司主导产品实现了4.0标准全覆盖；“湖南省工程机械标准创新中心”落户中联。
全年申请专利近800件，其中发明专利占比近50%，获授权专利350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168件，累
计授权发明专利有效数机械行业排名第一；“气压可调式油气悬架系统及其气压调节方法和工程车辆”发
明专利获中国专利银奖、“一种工程机械臂架控制方法、装置及系统”发明专利获湖南省专利奖一等奖。
公司再次入选2020年中国企业专利实力500强榜单，综合得分行业第一。
（四）深入推进全球“本土化”战略，突破海外高端市场
面对全球新冠疫情，公司积极应对，继续聚焦重点国家和地区，深入推进“本地化”战略，重要市场
取得突破性进展。
1、工程机械产品海外市场持续突破。报告期内，公司出口收入持续增长，重点国家与地区取得新突
破。工程起重机出口销售同比增长超过35%，ZCC9800履带吊出口欧洲，创下中国起重机制造企业出口欧
美高端市场最大吨位记录；首台泵车在俄罗斯完成组装和销售；高空机械产品全面进入欧洲17国，美国、
澳大利亚、日本、韩国高端市场实现零的突破，全线产品进入俄罗斯市场。欧洲CIFA实现起重机本地化生
产与销售，德国M-TEC、Wilbert加速转移新技术；白俄基地建成投产，加速辐射中亚、东欧与俄语区。
2、加快农业机械“走出去”。充分借力海外市场的资源优势，深挖海外市场需求，逐步实现对海外
农产品主产区市场的布局和销售；深化“经销+本地化”营销模式，水稻机、甘蔗机大幅突破。
3、深入推进海外管理变革。推行以业务端对端、本地化团队、境外“航空港”基地三位一体的管理
模式，整合海外信用及海外金融租赁团队与职能，实现业务与风险管控的闭环；协同、牵引各事业部和职
能部门形成合力，建立海外市场核心竞争力。
（五）持续优化管理提升，护航高质量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深入推进端对端管理，不断提升供应链、服务、营销、人力管理水平，为经营效率保
驾护航。
1、全面推行业务端对端管理。业务管理端整合业务系统信息互通共享，运用大数据与数字化技术，
业务操作自动化、单据无纸化、审批自动化做到极致；销售回款业务全面实现视频面签、电子合同、电子
签收、电子对账、自助还款、扫码支付等全场景应用。风险管理端搭建高效、透明、可控的智能风控体系，
根据客户风险等级制定差异化管理，前端控制首付比例、中端逐单监控预警、后端催收动作严格执行，筑
牢风控防线，保障公司稳健经营和可持续发展。
2、加强供应链体系建设。加速推进共性物资集采整合与关键物资战略采购，完善供应链生态圈建设，
引入优质供方，建立多形式、全方位合作关系，共同打造稳定、高效、低成本的供应链体系。
3、持续提升服务能力。以迭代升级的服务平台为载体，通过智慧服务平台解决方案和服务数字化平
台，打造与客户之间的“超级连接”，实现用户-设备-服务三位一体的无缝对接，服务业务全面移动化，
智能化，服务更加简单、高效，树立行业服务新标杆。
4、创新市场推广模式。启动直播带货、产品观摩会等多主题推广活动，融合云启动、云宣布、云体
验、云销售等环节实施优质品牌战略，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营销，助力产品销量和口碑双提升。
5、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加速培育一批工匠大师、管理专家、技术带头人，引进一批青年人才、新生
骨干、科研专家，为公司转型升级与新兴产业发展注入动力；成功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全力实施员工关爱
工程，激发队伍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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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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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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利率

混凝土机械

18,984,250,611. 13,985,203,752.
04
18

26.33%

36.56%

38.58%

-1.07%

起重机械

34,897,159,883. 24,071,573,552.
88
90

31.02%

57.57%

61.65%

-1.74%

土方机械

2,664,600,534.2 2,237,324,260.0
3
3

16.04%

282.04%

249.92%

7.71%

其他机械和产品

4,836,680,342.5 3,993,307,644.5
4
4

17.44%

13.94%

25.73%

-7.74%

农业机械

2,644,349,279.9 2,200,498,281.8
3
4

16.78%

67.01%

45.23%

12.48%

金融服务

1,081,901,591.1
3

99.57%

47.58%

322.64%

-0.28%

4,609,38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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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2020年度

2019年度

同期变动率

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65,108,942,242.75

43,307,395,375.43

50.34%

主要系主要产品竞争力持续增强，销售
规模增长

营业成本

46,492,516,871.83

30,314,615,494.92

53.37%

主要系主要产品竞争力持续增强，销售
规模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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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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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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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1.本期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被购买方

股权取得

股权取

名称

时点

得成本

股权取得 股权取 购买日
比例（%）得方式

湖南中科安谷 2020年05月 1.00
信息技术有限 11日
公司

51.00

武汉翼达建设 2020年11月 229,852,538.77 56.75
服务股份有限 09日
公司

收购

购买日的 购买日至期末被购 购买日至期末被
确定依据 买方的收入
购买方的净利润

2020年05 实际取得 1,415,094.30
月11日
控制

破产重 2020年11 实际取得 19,707,686.91
组
月09日
控制

551,557.64

-1,365,599.75

2.合并成本及商誉
合并成本

武汉翼达建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中科安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现金
--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

229,852,538.77

--发行或承担的债务的公允价值

1.00

--发行的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
--或有对价的公允价值
--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股权于购买日的公
允价值
--其他
合并成本合计

229,852,538.77

1.00

减：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229,852,538.77

2,040.00

商誉/合并成本小于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份额的金额

-2,039.00

3.被购买方于购买日可辨认资产和负债
湖南中科安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购买日公允价值
资产：
货币资金
存货

4,000.00

购买日账面价值
4,000.00

武汉翼达建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日公允价值

购买日账面价值

664,206,431.22

664,206,431.22

13,177,524.87

13,177,524.87

4,208,476.01

4,208,47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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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

448,369,314.10

448,369,314.10

无形资产

17,370,706.87

17,370,706.87

其他流动资产

16,640,895.93

16,640,895.93

在建工程

909,528.90

909,528.90

长期待摊费用

794,224.90

794,224.90

4,365,511.78

4,365,511.78

149,089,904.19

149,089,904.19

预付款项

1,067,529.71

1,067,529.71

其他应收款

8,212,813.96

8,212,813.96

259,179,931.19

259,179,931.19

15,990,966.08

15,990,966.08

应付账款

148,490,504.90

148,490,504.90

预收款项

3,113,118.52

3,113,118.52

应交税费

57,413,223.78

57,413,223.78

其他应付款

34,172,117.91

34,172,117.91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4,000.00

4,000.00

负债：
应付职工薪酬

净资产

4,000.00

4,000.00

405,026,500.03

405,026,500.03

取得的净资产

4,000.00

4,000.00

405,026,500.03

405,026,500.03

（二）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1. 本期新设子公司情况
公司
陕西中联西部土方机械有限公司

合并原因
投资设立

设立日期
2020年09月09日

注：2020年09月09日，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以货币资金1000.00万元投资新设陕西中联西部土方机
械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100.00%；后又以货币资金、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及部分存货增资金
额134,000.00万元，增资后持股比例为100.00%，本期纳入合并范围。
2.本期减少子公司情况
公 司

减少原因

注销日期

长沙中联工程机械再制造有限公司

申请注销

2020年10月15日

新疆中联重科混凝土机械有限公司

申请注销

2020年09月21日

内蒙古中联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申请注销

2020年08月19日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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