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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43                           证券简称：宇晶股份                           公告编号：2021-019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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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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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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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晶股份 股票代码 002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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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波评 刘托夫 

办公地址 
益阳市长春经济开发区资阳大道北侧 01

号 
益阳市长春经济开发区资阳大道北侧 01号 

电话 0737-2218141 0737-2218141 

电子信箱 zhouboping@yj-cn.com liutuofu@yj-c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为：精密数控机床设备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 

（2）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1）数控研磨抛光机，主要应用于手机玻璃、陶瓷、蓝宝石、半导体、不锈钢等非金属硬脆性材料制作的薄片零件的高

精度研磨和精密抛光，主要应用于消费电子领域。 

   2）多线切割机及线切割机技术改造，线切割机主要应用于太阳能单晶硅、多晶硅、蓝宝石、陶瓷、水晶、磁性材料等硬

脆性材料切片加工，主要应用于光伏、新材料行业；线切割机技术改造，主要针对目前市场提出的生产自动化、加工产品尺

寸变化等需求对原切割机结构进行的升级改造。 

   3）镀膜机，主要应用于手机盖板装饰膜、摄像头镀膜、光学行业、精密仪器带通滤光片、薄膜电池、微电子元件等方面，

主要应用于消费电子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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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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365,289,954.56 301,618,293.99 21.11% 405,134,074.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975,037.95 13,703,327.81 -143.60% 98,982,569.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664,013.37 1,090,197.08 -1,995.44% 72,326,309.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828,292.68 -23,081,424.64 -20.57% 71,254,016.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14 -142.86% 1.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14 -142.86% 1.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7% 1.76% -2.53% 27.42%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096,016,210.22 1,068,036,005.55 2.62% 1,026,661,820.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68,301,878.89 779,276,916.84 -1.41% 775,573,58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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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231,228.71 87,433,611.70 80,081,580.72 109,543,533.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62,393.83 -3,902,450.16 6,000,280.13 -4,410,474.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446,136.67 -5,770,298.93 3,501,293.23 -11,948,871.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736,718.34 -15,502,787.35 -43,423,247.26 10,361,02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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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8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3,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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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宇红 境内自然人 35.96% 35,963,900 35,864,675 质押 5,069,999 

张国秋 境内自然人 4.02% 4,016,250 4,016,250 质押 1,420,000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罗群强 境内自然人 3.92% 3,916,250 3,916,250   

西藏众星百汇

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74% 3,744,172 0   

张靖 境内自然人 3.35% 3,346,875 3,346,875 质押 1,420,000 

深圳市珠峰基

石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86% 2,860,000 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宝

盈核心优势灵

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75% 2,750,200 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宝盈转型动

力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0% 2,196,800 0   

韩道虎 境内自然人 2.00% 2,000,000 0   

高端元 境内自然人 1.35% 1,346,975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有无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丁华文通过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550,000 股，通过普通账户

持股 0 股，合计持股 5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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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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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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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面对新冠疫情影响，在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及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公司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做好复

工复产等各项工作，公司营业收入虽较上年度有小幅增长，但受市场竞争激烈、产品销售毛利有所下滑、资产减值准备计提

增加等不利因素影响，公司业绩出现亏损。 

    公司2020年实现销售收入365,289.954.56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1.11%，其中，抛光研磨机实现销售收入223,592.165.17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16.68%；线切割机及线切割机技术改造实现销售收入80,200,667.89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70.28%；真空镀膜

机实现销售收入40,240.031.40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5.94%；金刚石线产品实现销售收入4,484,917.47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00%。全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975,037.95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43.60%。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7%，

基本每股收益-0.06 元。 

报告期，保证业务规模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努力提高企业经营发展质量，不断优化市场和公司产品结构，公司重点开展了以

下几方面工作： 

1、 研发方面：加强对行业趋势的研判，紧跟市场需求，加强新技术、新设计方案在产品上的应用，提高产品性能；积极引

进高素质研发人才，调整研发团队架构，提高了快速响应水平，加快了新产品开发进度。  

2、 销售方面：在保持原有研磨抛设备业务的基础上，积极开拓多线切割机市场，报告期，公司优化升级的多线切割机已向

下游太阳能单晶硅切片客户实现批量销售，为进一步拓展多线切割机业务打下良好的基础。 

3、 管理方面：公司进一步推进规范运作，加强法人治理，不断完善和落实各项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加大财务管控力度，加

强对供应商的筛选、管理，控制各项采购成本；进一步推进公司的信息化建设，提升精细化管理能力；通过组织各类培训，

提高各级员工的知识、技能水平，加强现有人才团队培养，并通过完善绩效薪酬体系等激励机制，吸引各类优秀人才的加入，

不断提升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 

4、盘活公司存量资产：为有利于盘活公司资产，提高资产的运营效率，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公司

从整体利益出发，公司将闲置的土地、房产、机器及其他辅助建筑物整体打包出售，实现资产处置收益978.09万元，有利于

公司的长远发展。 

5、 资本运作方面：通过收购湖南益缘新材料科技公司51%股权，丰富公司产品类型，在稳定数控机床设备业务的基础上，

积极开拓配套切割耗材市场，形成“设备+耗材”协同效应，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提高客户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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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抛光研磨机 223,592,165.17 45,031,982.63 20.14% 16.68% -14.12% -7.22% 

线切割机 76,313,797.25 29,112,220.83 38.15% 62.03% 48.35% -8.45% 

真空镀膜机 40,240,031.40 5,960,396.05 14.81% -15.94% -46.86% -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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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365,289,954.56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1.11%；营业成本272,782,541.54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8.7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975,037.95，较去年同期下降143.60%，主要原因为产品毛利率较去年有所下降，

本期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和信用减值损失金额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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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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 

执行新收入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2017年修订）》（财会[2017]22号）

（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经本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本集团于2020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前述新收入准
则。 

新收入准则为规范与客户之间的合同产生的收入建立了新的收入确认模型。为执行新收入准则，本集

团重新评估主要合同收入的确认和计量、核算和列报等方面。首次执行的累积影响金额调整首次执行当期
期初（即2020年1月1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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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新收入准则的主要变化和影响如下：  

——本集团的一些存货满足对价的权利，且该权利取决于时间流逝之外的其他因素，本集团将其重分

类列报为合同资产（或其他非流动资产）；本集团的一些存货满足已收或应客户对价而应向客户转让商品
的义务，本集团将重分类列报为合同负债（或其他非流动负债）。 

——本集团将因转让商品而预先收取客户的合同对价从“预收账款”项目变更为“合同负债”项目列报。 

——本集团的一些应收款项不满足无条件（即：仅取决于时间流逝）向客户收取对价的条件，本集团
将其重分类列报为合同资产（或其他非流动资产）；本集团将未到收款期的应收质保金重分类为合同资产

（或其他非流动资产）列报。 

本集团因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1月1日财务报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2019年12月31日（变更前）金额 2020年1月1日（变更后）金额 

合并报表 公司报表 合并报表 公司报表 

应收账款 153,837,118.28 141,407,853.55 127,379,398.70 119,569,359.39 

合同资产   26,457,719.58 21,838,494.16 

预收账款 17,737,064.14 13,644,985.39   

合同负债   15,696,516.94 12,075,208.31 

其他流动负债    2,040,547.20   1,569,77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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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集团本年合并范围比上年增加2户，减少2户，详见第十二节、财务报告 附注八“合

并范围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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