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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79                             证券简称：中坚科技                             公告编号：2020-009 

浙江中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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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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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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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0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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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坚科技 股票代码 00277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方路遥 詹燕云 

办公地址 
浙江省永康市经济开发区名园北大道 155

号 

浙江省永康市经济开发区名园北大道 155

号 

电话 0579-8687 8687 0579-8687 8687 

电子信箱 zjkj@topsunpower.cc zjkj@topsunpower.cc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园林机械及便携式数码发电机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园林机械产品为各类油锯、割灌机、绿篱修剪

机、坐骑式草坪割草机、清扫机、手推式割草机等，主要用于园林绿化的种植、修理及养护。发电机产品主要为便携式数码

发电机，广泛用于野营郊游、家庭备用应急电源、电源通讯设备、精密仪器、商业场所、移动施工以及野外作业等。   

    油锯主要用于伐木和造材，根据机器的导板长度不同，短导板主要用于间歇性修枝，而长导板用于采伐。产品适用于森

林采伐、造材、打枝等以及贮木场造材、铁路枕木锯截等作业。具有节能环保、安全，产品性能高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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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割灌机主要应用于大面积草坪的扫边或者修剪枯草灌木。具有简洁流畅的设计、安全的防护措施、轻便启动、体积小等

特点。 

    绿篱修剪机主要应用于庭院、茶叶护理，公路和路旁树篱的作业修剪。具有轻松启动，方便维护等特点。 

    坐骑式草坪割草机主要应用于较大面积草坪的修剪，如别墅、公园、高尔夫球场等的地面草坪修剪。具有排草顺畅，不

堵塞、功耗合理噪音低等特点。 

    清扫机主要分为背负式风力清扫机和手提式风力清扫机两大类。其中手提式风力清扫机具有两种功能，即可以进行风力

清扫也可以进行风力收集。主要应用于城市道路清洁，清扫道路落叶、路面灰尘、垃圾，清理草坪落叶修剪后的杂草等，也

可用于庭院、居民社区、学校、医院等企事业单位内卫生清理。具有轻便、振动小、噪音低、风量大、清扫效率高等特点。 

    手推式割草机主要用于私家花园、公园草地、城市街道绿化带、高尔夫球场、其他草地等场所的草坪修剪和美化。 

    便携式数码发电机主要应用于野营、郊游、汽车电源；电信设备、抢修工具电源；移动施工、建筑工地电源；小型商家、

现代家庭电源等。具有轻便、安全、低噪音等特点。 

    公司产品按动力分为汽油类产品和锂电类产品。锂电类产品主要是今后的发展趋势，具有环保、低噪音、使用方便等特

点。 

    园林机械产品消费地区主要集中在欧洲、北美洲、亚洲和大洋洲。从全球园林机械市场分布情况来看，园林机械行业在

欧美发达国家已基本进入成熟阶段。欧美等发达国家是目前全球园林机械产品的主要消费国；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正处于高

速发展阶段，尤其在亚洲和南美洲地区。 

    国内园林机械行业伴随我国经济的发展、城市化建设进程的加快以及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断深入发展。从20世纪80年

代中后期开始，国际园林机械制造商逐步将制造能力转移到中国，同时也促进了国内园林机械行业的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

末开始，国内市政建设、房产景观等城市园林绿化需求的迅速扩大，以及在茶叶、苗圃和特色农业种植等领域推广应用，进

一步推动国内园林机械行业迅猛发展。随着生产技术快速提升，国内园林机械企业开始尝试进军国际市场，整个行业进入快

速发展时期。 

    我国园林机械制造行业主要有两种经营模式：一种是ODM和OEM模式，产品主要针对国外市场。ODM模式即公司自主

进行产品设计、开发、制造，由客户选择下单后进行生产，产品销售时以客户的品牌进行销售；OEM模式即为“代工”，准

入门槛低，盈利能力受限。另外一种是以自主品牌（OBM）为主，以OEM和ODM相结合的模式。行业内规模较大、重视自

主研发和质量控制的优势企业往往采用定向开发的ODM模式，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自主品牌。 

    公司产品以出口销售为主，主要采取订单式生产和销售，主要采用ODM模式，OBM及OEM模式占比较小；国内销售主

要采用OBM模式。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凭借技术积累、产品创新、产业链协同配套以及品牌等核心竞争力优势，与国外

众多知名品牌客户已建立起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公司目前是国内主要园林机械产品出口商之一，在国内园林机械生产企业中一直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公司主要产品油锯

的出口规模历年来均处于行业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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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395,179,829.57 416,027,151.45 -5.01% 440,922,765.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776,962.32 11,774,669.94 -33.95% 23,695,829.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62,765.40 1,977,438.48 -36.14% 16,829,975.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590,493.32 20,103,312.37 -17.47% 38,613,843.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9 -33.33% 0.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9 -33.33% 0.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1% 1.85% -0.64% 3.80%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853,117,533.50 819,117,564.49 4.15% 839,982,730.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43,426,428.73 638,025,466.41 0.85% 631,002,79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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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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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501,221.29 121,069,137.23 88,306,045.07 95,303,425.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23,873.50 7,073,802.90 3,386,426.79 -3,607,140.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5,349.02 4,072,533.86 2,444,748.90 -5,469,866.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289.60 3,826,114.72 14,319,468.87 -1,517,8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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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2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9,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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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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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坚机电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1.55% 68,042,700 0 质押 35,200,000 

吴明根 境内自然人 5.52% 7,286,400 5,464,800   

漳州市笑天投

资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48% 5,920,000 0   

赵爱娱 境内自然人 3.68% 4,860,900 3,645,675   

李卫峰 境内自然人 3.00% 3,960,000 2,970,000 质押 3,960,000 

吴晨璐 境内自然人 2.63% 3,465,000 0   

吴展 境内自然人 2.63% 3,465,000 0   

江安东 境内自然人 1.78% 2,344,700 0   

杨海岳 境内自然人 1.50% 1,980,000 1,485,000   

蔡艺平 境内自然人 1.18% 1,554,53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中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吴明根先生、赵爱娱女士、吴晨璐女士、吴展先生之

间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前 10 名股东中，股东漳州市笑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 5,920,000 股；股东江安东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344,7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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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我国宏观经济继续面临复杂严峻的内外部形势。对外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中美经贸摩擦谈判之路曲折反

复，逆全球化趋势加强，传统多边主义的国际形势面临极大冲击，外部需求进一步放缓。对内则是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加大逆周期调节，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同时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人力资源成本进一步上涨。面对剧烈的

市场波动和经营中的诸多困难，公司董事会审慎决策，确保公司管理层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计划，坚持稳中求进的指导思想，

以经营效益为核心，注重创新、质量、成本和效益，在严峻的内外部环境中保证了公司的平稳发展。 

  （一）2019年经营目标完成情况：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3.95亿元，同比下降5.01%；受市场竞争、产品价格和原材料等因素影响，本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777.7万元，同比下降33.95%。 

  （二）运营管理取得的成绩： 

  公司坚持稳中求进、进中求变的指导思想，以提升公司经营业绩为中心，恪守“锐意创新、质量护航；开源节流，降本

增效；管理变革，流程再造；打造团队，培育人才”四个管理维度， 注重创新、质量、成本和效益,主要经营管理目标基本

完成。 

  1. 夯实企业文化建设、推动企业革新 

  根据企业发展战略，贯彻和落实企业文化建设事宜，通过评优评先、专题宣传、员工会议等形式，结合公司的创业与发

展历史，宣传和普及公司优秀核心价值观、质量观、安全观、客户服务观、人才观等，明晰企业的发展方向，增强员工的向

心力与归属感，进一步激发公司各级部门和组织的活力，为公司的创新、变革、传承提供思想文化层面的保障。 

  2. 打造市场品牌、内外贸两手抓 

  一方面，积极拓展国外市场，2019年在原有以欧洲地区为主要外销市场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美国和澳洲市场并取得了一

定的成绩；另一方面，国内市场完成渠道整顿与品牌整合，多渠道、全方位打造行业高端自主品牌，同时根据国内市场的最

新变化积极探索新的内贸销售渠道和模式，实现了内贸市场份额的实质性增长。 

  3、积极投入研发、丰富产品线 

  2019年公司搬入新的研发中心，进一步完善了研发体系的建设，提升了公司产品的技术含量与竞争实力。在具体产品上，

坚持以智能化和锂电化为方向，加快了新产品的布局。 

  4、优化组织结构、做好开源节流 

  结合公司经营计划，合理规划公司组织管理架构，建立完善了内贸事业部，优化人力结构。完善风险管理内部监督和控

制体系。优化预算集约调控，进一步改进采购管理办法，降低成本，增加效益。 

  5、巩固和进一步提升信息化建设 

  结合公司发展战略、营销模式、组织结构等自身特点，2019年组织制定了详细的公司信息化发展规划，组建了专业的信

息化人才队伍，智能仓库信息化建设、两化融合工程建设、协同办公OA系统建设、PLM管理系统实施、ERP系统优化以及

网络硬件集成与建设等方面得以继续巩固和提升。 

  6、完成新老厂搬迁、合理规划生产布局 

  2019年公司根据计划顺利完成了新老厂搬迁，并根据内外贸业务开展需要，合理规划生产布局，在考虑供应链、生产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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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工艺要求、人员安排等综合因素基础上，发挥新老厂优势，实现科学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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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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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锯 173,818,203.23 35,829,481.47 20.61% -4.71% -8.62% -0.88% 

割灌机 104,603,223.73 10,120,757.73 9.68% -18.05% -34.77%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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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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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订）》

（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

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统称“新金融工

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经本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本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前述新金融工具准则。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所有已确认金融资产，其后续均按摊余成本或公允价值计量。在新金融工具准则

施行日，以本公司该日既有事实和情况为基础评估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以金融资产初始确认时的事

实和情况为基础评估该金融资产上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资产分为三类：按摊余成本计量、按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及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其中，对于按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权益工具投资，当该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之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

利得或损失将从其他综合收益转入留存收益，不计入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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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本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投资、租赁应收款、合同资产及财务担保合同计提减值准备并确

认信用减值损失。 

本公司追溯应用新金融工具准则，但对于分类和计量（含减值）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融

工具准则不一致的，本公司选择不进行重述。 

本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财务报表中金融资产按照原金融工具准则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

和计量的结果对比表：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月1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 -- -- 

   货币资金  103,126,024.05 103,126,024.05 -- 

   交易性金融资产  -- 140,000,000.00 140,000,00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 -- -- 

   衍生金融资产  -- -- -- 

   应收票据  1,000,000.00 1,000,000.00 -- 

   应收账款  96,695,608.69 96,695,608.69 -- 

   应收款项融资  -- -- -- 

   预付款项  4,455,472.11 4,455,472.11 -- 

   其他应收款  3,169,616.86 3,169,616.86 -- 

   其中：应收利息  -- -- -- 

         应收股利  -- -- -- 

存货 128,195,258.17 128,195,258.17 -- 

   持有待售资产  -- --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 -- -- 

   其他流动资产  144,851,815.66 4,851,815.66 -140,000,000.00 

     流动资产合计  481,493,795.54 481,493,795.54 -- 

 非流动资产：  -- -- -- 

   债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其他债权投资  -- -- --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长期应收款  -- -- -- 

   长期股权投资  -- -- --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 -- --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 -- -- 

   投资性房地产  768,242.96 768,242.96 -- 

   固定资产  210,279,085.52 210,279,085.52 -- 

   在建工程  57,484,223.22 57,484,223.22 -- 

   生产性生物资产  -- -- -- 

   油气资产  -- -- -- 

   无形资产  48,329,648.58 48,329,648.58 -- 

   开发支出  -- -- -- 

   商誉  -- -- -- 

   长期待摊费用  453,583.27 453,583.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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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递延所得税资产  1,442,810.06 1,442,810.06 -- 

   其他非流动资产  18,866,175.34 18,866,175.34 -- 

     非流动资产合计  337,623,768.95 337,623,768.95 -- 

       资产总计  819,117,564.49 819,117,564.49 -- 

流动负债：  -- -- -- 

   短期借款  -- --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负债  

-- -- -- 

   衍生金融负债  -- -- -- 

   应付票据  32,711,274.00 32,711,274.00 -- 

   应付账款  125,743,941.54 125,743,941.54 -- 

   预收款项  4,127,197.32 4,127,197.32 -- 

   应付职工薪酬  10,109,403.30 10,109,403.30 -- 

   应交税费  1,779,069.99 1,779,069.99 -- 

   其他应付款  3,048,793.69 3,048,793.69 -- 

   其中：应付利息  -- -- -- 

         应付股利  -- -- -- 

   持有待售负债  -- --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 

   其他流动负债  1,193,788.75 1,193,788.75 -- 

     流动负债合计  178,713,468.59 178,713,468.59 -- 

 非流动负债：  -- -- -- 

   长期借款  -- -- -- 

   应付债券  -- -- -- 

   其中：优先股  -- -- -- 

         永续债   -- -- -- 

   长期应付款  -- -- --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 -- -- 

   预计负债  -- -- -- 

   递延收益  2,378,629.49 2,378,629.49 -- 

   递延所得税负债  -- -- -- 

   其他非流动负债  -- -- -- 

     非流动负债合计  2,378,629.49 2,378,629.49 -- 

       负债合计  181,092,098.08 181,092,098.08 --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 -- -- 

   实收资本（或股本）  132,000,000.00 132,000,000.00 -- 

   其他权益工具  -- -- -- 

   其中：优先股  -- -- -- 

         永续债   -- -- -- 

   资本公积  195,378,661.97 195,378,661.97 -- 

   减：库存股  -- -- -- 

   其他综合收益  -- -- -- 

   专项储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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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余公积  36,113,184.37 36,113,184.37 -- 

   未分配利润  274,533,620.07 274,533,620.07 --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638,025,466.41 638,025,466.41 --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819,117,564.49 819,117,564.49 -- 

 

（2）、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颁布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

号），自2019年6月10日起施行。对于2019 年1 月1 日至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根据修

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 年1 月1 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追溯调整。 

（3）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颁布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

自2019年6月17日起施行。对于2019 年1 月1 日至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据修订后的准则进行

调整。对2019 年1 月1 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追溯调整。 

（4）、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对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调整。本公司根据财会[2019]6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2019年度财务报

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2018年12月3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相关列报调整影响如下： 

报表项目 新报表列示金额 原报表列示金额 

应付票据 32,711,274.00  

应付账款 125,743,941.54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 158,455,215.54 

应收票据 1,000,000.00  

应收账款 96,695,608.69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97,695,608.69 

资产减值损失 -2,977,489.84 2,977,489.84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公司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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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浙江中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明根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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