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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25                          证券简称：徐工机械                           公告编号：2021-28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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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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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33,668,43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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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工机械 股票代码 00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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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广胜  

办公地址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驮蓝山路 26 号  

传真 0516-87565610  

电话 0516-87565621  

电子信箱 fgs@xcmg.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起重机械、铲运机械、压实机械、路面机械、桩工机械、消防机械、环卫机械和其

他工程机械及备件的研发、制造、销售和服务工作。公司产品中轮式起重机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随

车起重机、履带起重机、压路机、平地机、摊铺机、水平定向钻机、旋挖钻机、举高类消防车、桥梁

检测车、高空作业车等多项核心产品市场占有率稳居国内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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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所处行业特征 

公司所处行业为工程机械行业，工程机械行业在制造业领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我国具有

国际竞争优势的行业。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的统计，工程机械包括铲土运输机械、挖掘机械、

起重机械、工业车辆、路面施工与养护机械等二十一大类。 

工程机械应用领域广泛，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大型工程、抢险救灾、交通运输、

自然资源采掘等领域。工程机械行业总体需求量与固定资产投资额高度相关，受宏观经济周期性变化

的直接影响，具备一定的周期性。但从国际市场来看，区域经济景气度存在区域差异性，工程机械呈

现弱周期性，因此国际化是公司坚定不移的主战略。 

工程机械是中国的朝阳产业，一是工程机械产业拥有坚实的基础，是在充分竞争环境中打拼出来

的极具生命力的中国产业；二是中国工程机械产业仍具有广阔发展空间，国际市场、高端市场规模都

相当可观。 

目前工程机械行业成熟度高、竞争较为激烈，行业呈现以下特点：一是行业集中度持续提升，龙

头企业市场份额进一步扩大，且竞争实力和抗风险能力增强，呈现出强者恒强的态势；二是龙头企业

积极延伸产品种类，产品多元化，以适应大型工程对全系列产品的需求；三是信息化、智能化、数字

化、轻量化及节能环保等引领行业趋势，成为行业未来发展方向；四是行业企业国际化步伐稳步推进，

国际化发展模式不断创新，全球产业布局进一步完善；五是行业龙头利用完善的产业链布局、深厚的

技术积淀和先进的制造工艺，不断提高产品的可靠性和耐久性。 

（二）公司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产品和经营模式未发生较大变化。公司是行业内领先的全系列工程装

备解决方案服务提供商。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为，对常规产品根据年度预算目标制定年度产销计划，

并结合市场销售情况调整确定月度采购和产销计划。对于部分大吨位的产品，按照销售订单的数量安

排采购和生产。公司集中采购主要原材料和零部件，优化供应链管理，确保采购质量和效率，并通过

长期合作和规模采购保证一定的价格优势。产品销售方面，公司根据各产品的市场特点采用直销和经

销两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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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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968,148,563.43 59,175,998,918.25 25.00% 44,410,005,648.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28,859,646.10 3,620,572,465.02 2.99% 2,045,733,651.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24,058,099.17 3,484,461,463.28 1.14% 1,788,955,863.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89,192,347.40 5,135,594,019.81 -45.69% 3,308,712,700.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505
注 0.432

注
 4.17% 0.26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505 0.432 4.17% 0.2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73%
注
 12.56%

注
 减少 0.83 个百分点 8.28%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总资产 91,797,176,721.90 77,291,657,088.78 18.77% 61,249,882,256.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3,692,568,977.03 33,188,413,375.93 1.52% 30,133,089,938.96 

注：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计算基本每股收益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时，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需扣除其他

权益工具可续期债券的利息, 2020 年度可续期债券利息为 20,006.46 万元; 计算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每股净资产时，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加权平均净资产不包括可续期债券持有者享有的净资产, 2020 年初公司发行的可

续期债券账面余额为 467,659.62 万元,2020 年末公司发行的可续期债券账面余额为 199,031.1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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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45,822,488.45 21,222,931,973.27 16,218,646,460.03 22,680,747,641.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1,370,405.30 1,450,364,913.58 372,461,950.37 1,294,662,376.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62,636,789.49 1,462,820,593.88 391,796,996.82 1,106,803,718.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1,379,145.32 379,702,367.04 199,955,758.68 2,088,155,07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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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385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9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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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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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状态 数量 

徐工集团工

程机械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38.11% 2,985,479,076 3,220,458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08% 398,339,276 0   

湖州盈灿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70% 367,957,139 367,957,139   

湖州泰元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18% 327,131,169 327,131,169 质押 245,027,273 

中国证券金

融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3% 166,923,243 0   

珠海融诚投

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9% 140,102,920 0   

湖州泰熙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7% 130,852,467 130,852,467 质押 130,852,467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广发聚鑫

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62% 48,306,835 0   

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52% 41,050,200 0   

中信保诚人

寿保险有限

公司－分红

账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5% 34,887,05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1.上述股东中，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

行动人。 

2.湖州泰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湖州泰熙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均

为杭州新俊逸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为

5.85%。湖州泰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湖州泰熙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为持

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构成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报告期内，珠海融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通过融资融券方式增持 140,102,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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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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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工集团工

程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二

期) 

16 徐工 02 112462.SZ 2016 年 10 月 24 日 2021 年 10 月 24 日 149,660.7 3.55% 

徐工集团工

程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可

续期公司债

券(第一期) 

18 徐工 Y1 112814.SZ 2018 年 12 月 10 日 - 200,000 4.80% 

徐工集团工

程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

期） 

20 徐工 01 149211.SZ 2020 年 08 月 25 日 2023 年 08 月 25 日 200,000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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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16徐工02、18徐工Y1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于2020年6月29日出具了《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跟踪评级报告（2020）》、《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

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跟踪评级报告（2020）》，债券信用等级为AAA，发

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A，与前一次信用评级结果保持一致。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预计于2021年6月底出具《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跟踪评级报告（2021）》、《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

公司债券（第一期）跟踪评级报告（2021）》，评级结果将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20徐工01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于2020年8月20日出具了《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面向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信用评级报告》，债券信用等级为AAA，发行主体信用等级为AAA。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预计于2021年6月底前出具《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跟踪评级报告（2021）》，评级结果将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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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78% 56.47% 6.31% 

EBITDA 全部债务比 10.55% 12.63% -2.08% 

利息保障倍数 8.12 12.17 -33.28%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一）2020年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39.68亿元，同比增长25.0%，其中，实现海外收入61.09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7.29亿元，同比增长2.99%。2020年，公司持续优化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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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指标，经营性现金流净额为27.89亿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11.73%，全力夯实了高质量、

高效益、高效率、可持续“三高一可”的高质量发展根基。 

（二）2020年主要工作完成情况 

2020年是公司坚决推进“三高一可”高质量发展强制转型的起步年，是坚决落实总书记

视察徐工指示精神三周年经营业绩攀新高的答卷年。面对百年不遇的新冠疫情和异常激烈的

市场竞争，公司按照董事长提出的“三高一可”高质量发展新理念，以刀刃向内、强制转型

的坚强意志与凝心聚力、决战决胜的创新奋斗，夯实珠峰登顶三步走战略的各项基础。公司

过去一年工作主要体现为六个坚决推进： 

第一，坚决推进“三高一可”高质量发展新理念落地。2020年，公司上下在奋力打好抗

疫战、救援战、复工战、资源战一系列战役的同时，一着不让实施“坚决强制大转型，决战

决胜打赢高质量之仗，全面推进‘三高一可’高质量发展”工作部署，“三高一可”理念内

涵深入人心、贯穿经营，取得高质量转型发展的良好起步。 “三高一可”强制转型在四季度

成效明显，单季度净利润大增113%，收入规模大增下应收账款较年初下降，应收账款、存货

等资产周转速度加快，采购净降本率达到3.83%，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占收入比等指标夯实向

好。 

第二，坚决推进全线产业板块高质量转型发力。2020年，主要板块收入规模再创历史新

高开启新发展征程，轮式起重机强势引领超200亿，核心零部件板块上量突破100亿，基础工

程机械冲刺80亿，筑养护机械、装载机械、履带起重机共同构成三个50亿级中坚板块，消防、

随车两个板块加速突破成长为30亿级板块；11类主机产品稳居国内行业第一，9类主机产品同

比增幅高于行业高于对手。①三大主机事业部引领发力。移动式起重机规模跻身全球第一位，

扛起盈利大旗，高强度市场竞争下保持较强盈利水平，千吨级轮式起重机销量保持绝对领先；

“全球第一吊”4000吨履带吊实现第三台销售，为徐工赢得国家工信部授予的第6个制造业单

项冠军产品（企业）。装载机在海外疫情持续严峻出口市场大幅萎缩情况下，狠抓内销市场

突破，内销占有率同比提升2.1个百分点。道路事业部主动出击强势挺进双50市场占有率目标，

压路机、摊铺机、铣刨机占有率分别提升4、10.7、3.9个百分点，沥青站实现突破发展，跃

居行业前二。②新兴板块快速发展。桩工机械高增长24%，继续保持行业第一位置，煤机、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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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钻、隧道施工三个成套装备快速发展。随车起重机占有率高位提升至60%，继续保持行业绝

对优势地位；高空作业车占有率大幅提升4.8个百分点，跻身行业第一。高空作业平台快速上

量实现翻番式增长，举升类消防车、臂式高空作业平台持续巩固国内第一品牌行业地位。③

强化新产业新基地布局。有序推进特种起重机、高空作业车、道路养护机械等智能制造基地

建设，稳步实施高端液压阀、新型传动件、履带底盘技改项目，加快基础工程机械、履带吊、

电动叉车等项目规划实施。母公司旗下精密铸造、混凝土搅拌车、港机、塔机华南基地、智

慧物流产业园等智能制造基地加快建设。④母公司旗下板块加快协同成长。挖掘机板块占有

率继续提升、坐稳行业第二，40吨以上大挖销量同比增长39.9%。矿机公司挖、运、破全系列

大矿机发力。塔机板块一年一个大台阶，市场占有率同比增长5.4个百分点。混凝土机械板块

加快追赶步伐，搅拌车市场增幅高于行业和对手。公司目前正在筹划通过向控股股东徐工集

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全体股东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实施吸收合并徐工有限，将更好的做强、

做优、做大公司主业，以更好的回报投资者。 

第三，坚决推进产品创新战略与技术质量战略落地。将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可靠

性、大吨位“三高一大”产品创新战略与“技术领先、用不毁，做成工艺品”技术质量战略

紧密扣在一起，打造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产品群。扎实推进质量2020提升工程，系列“三高一

大”主导产品如大吨位起重机、大装、系列压摊平及养护高端机型、旋挖钻机等质量可靠性

指标提升明显。加快构建徐工“技术领先、用不毁”助您成功质量管理模式，王民董事长作

为全省唯一个人荣获省长质量奖。千吨级以上起重机年度销量行业遥遥领先，其中全球最强

全地面起重机XCA1600全年销量28台，独占鳌头。智慧驾仓、无驾驶室压路机等数款5G无人操

控科技共计120台主机、65套零部件集中展出上海宝马工程机械展会，充分展示“见智•见未

来”的领军实力。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全年共获中国机械工业科技进步奖12项，获中

国质量技术奖一等奖1项。全年新增有效授权专利688件，发明专利96件、国际专利17件；目

前拥有有效授权专利5944件、发明专利1545件、国际专利90件。全年制订国际标准1项、国家

及行业标准17项，累计制订国际标准5项、国家及行业标准171项。策划打造世界一流研究院，

围绕一批重点研发项目加紧攻关，系列全新抢险救援设备、传动与液压核心零部件等创新项

目不断收获新成果，部分产品国产化自主配套率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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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坚决推进国际化主战略与海外运营能力提升。全球疫情下的2020年是落地国际化

主战略挑战巨大的一年，公司一批同志坚守海外奋战市场，开展了一系列艰苦工作。推进美

国市场攻坚计划，抓住美国短暂关税豁免窗口期将数百台设备运达美国港口，美国当地化底

盘的起重机等产品开始在美国施维英组装；成立徐工欧洲销售服务公司，在欧洲市场加快专

业经销商、当地化服务备件网络、终端销售融资的布局；设立马来西亚金融服务公司助力市

场开拓。大型矿机逆势成为出口亮点，签订价值5亿元出口项目，中标价值2.6亿元外带施工

矿机项目。与力拓集团双方联合研发、批量产品交付与现场服务提升都推动了战略合作关系

升级。南美市场实现政府重大招标突破，出口北美的挖机、压路机等产品加快推进实施。跨

境电商平台收入同比增长90.8%，面对全球疫情，公司创新系列“直播+电商”活动，陆续开

展了“客户线上开工节”等线上活动，为全球客户提供在线沟通、云上看厂、掘金小店、签

订电子合同等一站式“云购机+零接触”购物解决方案，被国家商务部授予全国首批“线上线

下融合发展数字商务企业”。 

第五，坚决推进管理提升与专业平台能力打造。策划实施徐工全球数字化供应链平台，

支撑采购降本和同盟军打造。产业链金融业务帮助公司外部票据保证金占用减少约10亿。设

立徐工百亿并购基金，产融结合支持高空作业平台产业发展。汉云工业互联网平台综合实力

进入国内前三，正在推进分拆上市。强化总部穿透管理，重大项目、各系统各条线专项工作

深度解剖、一抓到底。努力推进智慧徐工建设，上线全球备件服务系统X-GSS补短板，推动智

能制造做深做实；融合X-GSS、CRM、物联网三大平台，不断破解数字化备件服务的难题，使

客户切实有获得感；推进全球数字化供应链、数字化人力资源等平台建设。实施《本质安全

常青树企业创建三年行动方案》，安全管理常抓不懈；推进环保深度治理，确保稳定达标排

放。 

第六，坚决推进思想政治与文化建设全面提升。突出建强组织，建设风清气正、率先垂

范、坚强有力公司领导班子。二级公司班子突出配强一把手、选好一班人，一批年轻骨干走

上重要领导岗位。着力突破博士等核心人才引进，加快壮大国际化作战体系与精英队伍；全

力打造大国工匠队伍，一线电焊工张怀红荣获全国劳模荣誉称号，第一届全国技能大赛，江

苏12枚金牌，徐工独占两席。重点关爱疫情下的职工身心健康，面向全球职工开展THP全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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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健康工程；举行徐工第十届职工运动，张扬激发职工冲天干劲、奋斗精神和激情追求。不

断深化品牌创新平台建设，最新揭晓的《世界品牌500强》排行榜，徐工位列409位，成为中

国工程机械唯一入围品牌和响当当的世界级品牌。 

2020年，徐工不断迎来高光时刻：4月30日，王民董事长参加十三届全国政协第35次双周

协商座谈会。7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赵乐际视察徐工给予高度评价。

7月21日，王民董事长作为江苏省与工程机械行业唯一代表出席座谈会参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

召开的企业家座谈会。党中央和各级党委政府不断给予徐工的莫大信任与光荣使命，都激励

着徐工全体干部职工永远牢记对党忠诚、为国争光的誓言，全力加快全球产业珠峰登顶的步

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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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重机械 
26,489,181,477.8

7 
6,189,360,561.25 23.37% 27.15% 24.82% -0.44% 

桩工机械 7,330,951,961.59 1,575,031,554.49 21.48% 24.05% 35.18% 1.77% 

工程机械备件及

其他 

17,656,220,561.1

1 
1,724,181,361.81 9.77% 34.68% 60.62%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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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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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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 2017〕22号）相关规定（以

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根据新收入准则，本公司将销售费用中部分运输费用重分类至营业成本，同时根据预收账款中的销售

货款及税费，分别增加合同负债和其他流动负债。根据新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需对首次执行上

述新准则对财务报表的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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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或子公司通过新设或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将宁波徐环东湾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宁波大

榭开发区妆丽保洁服务有限公司、大连徐酉城市环境卫生管理有限公司、吉林省徐工万华环境发展有限公

司、徐工（邳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徐州徐工环境运营服务有限公司、徐州鸿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和徐

州嘉裕能源贸易有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转让徐工（邳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注销上海徐工徐重经

贸有限公司，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董事长：王民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1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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