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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龙溪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七日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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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0年度实现净利润 171,224,136.40 元，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提取 10%法定盈余公积金 17,122,413.64 元后，加上

年初未分配利润 838,009,695.29 元，扣除本年度已分配的 2019年度股利 43,950,892.81 元，可

供股东分配的利润（未分配利润）为 948,160,525.24 元。公司拟以现有总股本 399,553,571 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实施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1.13 元（含税），共计 45,149,553.52 元，其余未

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资本公积金不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龙溪股份 60059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曾四新 郑国平 

办公地址 福建省漳州市延安北路 福建省漳州市延安北路 

电话 0596-2072091 0596-2072091 

电子信箱 zengsx@ls.com.cn zgp@ls.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业务主要包括关节轴承、圆锥滚子轴承、齿轮/变速箱、电脑针织机械的研发、生产、

销售，以及供应链服务与生产物资贸易，集团营业收入一半以上来源于母公司，集团经营利润主

要来自母公司的贡献。其中，母公司核心业务关节轴承广泛应用于国内工程机械、载重汽车、冶



金矿山、水利工程、建筑路桥、航空军工等领域，并大量出口欧美等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子公

司永轴公司生产经营圆锥滚子轴承，产品主要配套于商用车辆、工程机械并出口亚太和欧美等海

外市场；子公司三齿公司生产经营齿轮，下游配套行业为国内工程机械；子公司红旗股份生产经

营电脑针织机械，产品应用于国内织物编织行业，并少量出口孟加拉等海外市场；子公司龙冠公

司、孙公司永裕德公司利用集团供应链、销售渠道及资源优势，专业从事钢材等供应链服务及生

产物资贸易业务。其他高端轴套、免维护十字轴、粉末冶金机械件、滚动功能部件等业务板块经

营规模较小，对集团经营业绩的贡献有限。 

（二）经营模式 

公司关节轴承、圆锥滚子轴承、齿轮/变速箱产业链完整，生产工序主要包括：钢材-锻造-

车加工-热处理-磨加工-表面处理（关节轴承）-装配-产成品。产品以自制为主，外协、外购分工

协作为辅；生产组织多数采用“以单定产”模式，少量长线产品采取“预测排产”方式；国内市

场采用直销模式，出口市场通过直销和代理相结合。 

电脑针织机械的生产以组装为主，除针板等主要机械件部分自产外，电子控制系统、铸件及

其它配件均采用外协、外购方式。国内国际市场销售模式以代理为主、直销为辅。由于红旗股份

资源、能力不足，核心竞争力缺乏，企业持续亏损，2020年第四季度公司关停针织机械业务。 

（三）行业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关节轴承、圆锥滚子轴承、齿轮/变速箱隶属机械零部件制造业，行业周期性

强，产能过剩，竞争激烈，国内外经济形势、特别是投资增速对行业发展影响巨大。 

报告期，受新冠疫情、贸易摩擦、大国博弈等负面叠加的影响，世界经济遭受重创，发达国

家、乃至发展中国家经济衰退现象比比皆是，全球产业链供需不平衡、不稳定，国际市场需求陷

入低迷，出口型企业经营压力加大。内销市场前低后高，第一季度新冠疫情持续暴发，行业供应

链断裂，市场需求大幅萎缩，企业生产经营陷入半停滞状态；第二季度起随着疫情得到有效防控，

经济刺激效果显现，投资拉动、减税降费等积极的财政及货币政策效应立杆见影，中国经济率先

回到增长轨道，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格局逐步形成，行业市场持

续回暖；加之公司航空军工等新兴应用领域及主机升级换代产品市场的拓展取得成效，国内销售

持续向好，有效对冲出口市场需求大幅下滑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冲击，报告期集团营业收入创造历

史新高，规模效应有所释放，企业经营业绩得到提升。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2,943,052,852.93 2,761,452,326.67 6.58 2,662,913,744.17 

营业收入 1,158,705,322.14 946,028,497.39 22.48 1,025,817,868.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49,622,857.24 146,366,719.97 2.22 87,752,160.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9,004,032.37 5,526,502.61 605.76 43,538,297.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051,208,587.77 1,939,872,859.72 5.74 1,834,628,942.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98,582,152.78 46,002,006.50 114.30 85,623,805.3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745 0.3663 2.24 0.219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745 0.3663 2.24 0.21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7.40 7.48 

减少0.08个

百分点 
4.70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208,436,498.67 301,031,479.93 321,085,441.05 328,151,902.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958,250.64 55,969,477.92 82,751,835.05 40,859,794.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579,836.83 22,673,498.13 11,538,621.83 9,371,749.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060,718.57 35,684,663.47 -26,268,802.21 110,227,010.0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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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9,81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7,97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漳州市九龙江集团有限公司 0 151,233,800 37.85 0 无 0 国家 

国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269,994 13,579,296 3.40 0 无 0 国有法人 

胡红丹 2,200 8,456,774 2.1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俞旭斐 -97,000 7,230,000 1.8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邱信富 -253,258 6,713,000 1.6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张鹏 173,668 4,640,569 1.1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海七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七王瑞德2号证券投资基金 
0 4,372,219 1.09 0 无 0 其他 



陈能依 427,300 3,827,300 0.9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俞杰 0 3,100,094 0.7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赵建波 2,850,437 2,850,437 0.7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漳州市九龙江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漳州市国资

委，其与国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2）其他前十名股东中，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经过不懈的努力，公司有效应对新冠疫情、贸易摩擦、行业出口需求大幅下滑及原材料价格

持续攀升等众多负面因素的叠加影响，集团营业收入及利润双双实现逆势增长。截止2020年12月

31日，集团资产总额 294,305.29 万元，增长6.58%；归属于集团本部所有者权益205,120.86万元，

增长5.74%；集团营业收入115,870.53 万元，同比增长22.48%，利润总额 16,449.21 万元，同比

增长8.86%；归属集团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14,962.29 万元，同比增长2.22%(若剔除股票公允价值

变动收益7,394.07万元影响后，集团利润总额9,055.14 万元，同比增长207.59%；归属集团母公

司所有者净利润 8,678.61万元，同比增长101.98%）。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公司依据会计准则的规定及企业的实际情况，变更企业会计政策，具体详见2020年4

月30日和2021年4月9日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报》及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的《龙溪

股份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编号：2020-011）及《龙溪股份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编

号：2021-011）。以上会计变更简要情况如下： 

一、收入确认和计量的变更 

2020年4月28日公司七届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系公司根据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简称“新收入准则”) 对公司收入确认方式进行相应的调整，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

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并

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引，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

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影响：公司自2020 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公司在编制 2020 年度

及各期间财务报告时，根据首次执行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

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上年同期比较报表不进行追溯调整。报告期，执行该会计准则未导致公司

收入确认金额发生重大变化，也没有对公司财务报表及经营结果产生重大影响。  

二、收入确认涉及相关科目报表列示方式的调整 

2021年4月7日公司七届三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系公司根据新收入准则及相关衔接规定，本集团自2020年1月1日起将原计入“预收款项”调

整至“合同负债”及“其他流动负债”列报；其中，将原“预收款项”中涉及的增值税额调整至

“其他流动负债”列报，其余不含税金额调整至“合同负债”列报。 

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影响：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除了调整公司资产负债表列报方式外，不会对

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2020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一级子公司共12户，详见2020年公司年度报告财务附注九

“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本公司本期合并范围比上期减少1户，2020年公司年度报告财务附注八

“合并范围的变更”。 

 

 

 

 

董事长：陈晋辉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1年 4月 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