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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80                            证券简称：贝斯特                            公告编号：2020-039 

无锡贝斯特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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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文。 

本报告中所涉及未来的计划、业绩预测等方面的内容，均不构成本公司对任何投资者及相关人士的实质性承诺，投资者

及相关人士均应对此保持足够的风险认识，并且应当理解计划、预测与承诺之间的差异。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

资风险。 

公司所有董事均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本报告内容均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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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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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斯特 股票代码 300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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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斌 邓丽 

办公地址 无锡市滨湖区胡埭镇合欢西路 18 号 无锡市滨湖区胡埭镇合欢西路 18 号 

电话 0510-82475767 0510-82475767 

电子信箱 zhengquan@wuxibest.com zhengquan@wuxibest.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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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66,179,608.01 364,971,879.67 0.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2,884,860.97 72,500,639.11 -13.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55,178,491.79 64,129,476.47 -13.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2,513,873.49 74,656,450.65 9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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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44 0.3625 -13.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144 0.3625 -13.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7% 5.12% -1.0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961,959,615.27 1,853,775,725.45 5.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48,539,815.10 1,519,747,046.91 1.8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3,85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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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贝斯特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6.37% 112,743,600 0   

曹余华 境内自然人 5.82% 11,632,500 0   

曹逸 境内自然人 3.17% 6,345,000 0   

无锡市鑫石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5% 5,506,400 -5,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景顺长城环保优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35% 4,703,867 4,703,86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景顺长城优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85% 3,692,961 3,692,961   

谢似玄 境内自然人 1.59% 3,172,50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景顺长城创新成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7% 3,142,316 3,142,316   

平安基金－中国平安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个险分红－平安人寿－

平安基金权益委托投资 2 号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90% 1,790,000 1,79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博时裕益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7% 1,749,662 1,749,66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锡贝斯特投资有限公司为实际控制人曹余华 100%控股的全资子公司，谢似

玄为曹余华之配偶，曹逸为曹余华之女，曹余华通过无锡市鑫石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间接控制公司股份。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前 10 名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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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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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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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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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是个非比寻常的特殊年份，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国际形势日益复杂，严峻的形势不断刷新着人们以往认知。

期间，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运行的冲击尤为明显，上半年各国采取了封城、停工、隔离等措施，部分国家一段时间内基本停

止了必需品生产以外的经济活动，大部分产业陷于停滞；国际贸易缩水，降低全球经济潜在增速；大部分产业短期停滞，对

全球供应链关键节点造成影响。而国内，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各地区各部门多措并举，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全面

推进复工复产达产，恢复正常经济社会秩序。一季度末，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即已接近全面复工，全国多地餐饮、酒店等

企业也陆续恢复营业，交通物流进一步恢复。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中国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45661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下降1.6%。分季度看，一

季度同比下降6.8%，二季度增长3.2%。我国经济先降后升，二季度经济增长由负转正，主要指标恢复性增长，经济运行稳

步复苏。汽车产业复苏进程与GDP同步，随着中央及地方出台一系列稳定国内汽车消费的政策，消费信心得到提升，汽车市

场逐步恢复。根据中汽协的统计，2020年上半年国内汽车产销累计均超过1000万辆，分别为1011.2万辆和1025.7万辆，同比

下降16.8%和16.9%。二季度车市同比增速企稳，较一季度呈现回升。更值得一提的是，6月份国内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32.5

万辆和230.0万辆，环比分别增长6.3%和4.8%，同比分别增长22.5%和11.6%。6月产销量均刷新了往年同期历史新高。而2020

年全球汽车市场风云变幻，欧美车市二季度受疫情冲击严重拖累车市，根据Marklines全球汽车产业平台数据显示，全球上

半年汽车产量3124.90万辆，同比下降32.27%，销量3216.83万辆，同比下降27.69%。基于目前全球的经济发展形势，整体汽

车市场的生产、销售等仍将面临巨大考验。 

2020年上半年，公司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围绕“企业规模化”和“产业特色化”两大主题，通过转型发展、创新发展、绿

色发展为路径，持续推动业务变革、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在做大做强现有业务的同时，大力布局新能源汽车产

业。报告期内，面对疫情，公司快速成立疾控复工安全领导小组，自上而下高度重视，积极应对，在确保员工健康安全的前

提下，于2月初即有序进行复工复产。面对各方面严峻挑战，公司董事会积极决策部署，管理层带领全体员工攻坚克难、锐

意进取，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6,617.96万元，同比增长0.3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288.49万元，同比下降

13.26%。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具体开展了以下重点工作： 

（一）精准落实疫情防控，有序推进复工复产 

疫情下，公司第一时间成立了在董事会统筹下，总经理为组长的疾控复工安全领导小组，自上而下高度重视，积极应对，

强化企业防控主体责任。下设防疫卫生保障组、生产保障组、物资保障组、客服保障组、复工安置组等，各防控专业小组分

工明确，全方位策划安排，确保防护措施不容一丝侥幸，保证了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两手抓两不误。公司在确保员工健康安

全的前提下，于2月初即有序进行复工复产，力争将疫情对公司的影响降到最低。 

（二）积极推进再融资事项，资本助力公司转型升级 

报告期内，公司为提升资金实力，改善资本结构，支撑公司新业务高质量发展，拟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6亿元。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是围绕公司转型升级战略展开，着眼于布局新能源汽车产业，并进一

步扩大业务规模，提升研发、销售及综合服务能力，项目投向主要为提升新能源汽车功能部件及涡轮增压器零部件的生产能

力。目前，公司申报的可转债项目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 

（三）坚定转型升级方向，多方位夯实战术实施举措 

转型是一个颠覆和重造的过程，面对新的领域、新的客户、新的要求，公司的运营体系必须快速跟进。报告期内，公司

围绕以下三个途径落实转型举措： 

1、跟随现有客户转型 

公司基于和现有客户结成同步研发、协同发展的战略合作关系，依靠稳定优质的产品、快速及时的交付能力，发挥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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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的研发与工艺能力，积极主动地参与客户的创新研发，跟随客户拓展新领域，切入新的发展轨道。 

2、利用资本平台，通过收购兼并、合资控股等形式快速切入新领域、新业务 

公司2019年成功收购的控股子公司苏州赫贝斯是特斯拉长期零配件供应商，公司充分依托赫贝斯的市场资源，推动公司

进入行业标杆特斯拉公司供应链，夯实公司向新能源汽车领域转型升级的战略布局。目前，公司已通过特斯拉审核组的现场

审核，获得供应商资格，并已于2020年2月份正式取得特斯拉供应商代码，公司与特斯拉双方亦签订相应的《汽车零部件产

品及服务框架合同》，未来公司如收到重大订单且达披露标准的，公司将按规定另行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风险提示：公司目前向特斯拉供货的产品为部分汽车零部件精密小件，暂未对公司主营业务构成重大影响，也未涉及

特斯拉核心技术。公司与特斯拉的业务合作，对公司未来营业收入、经营业绩的贡献度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

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还大力引进新能源汽车领域优秀技术、营销人才队伍，通过与其合资控股“易通轻量化技术（江苏）有限公司”的方

式，利用优秀人才队伍所拥有的成熟技术经验、市场资源等，快速布局新能源汽车轻量化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直接

切入到电动车、插电混动等新领域，并在充电转换器壳体、底盘支架以及减震塔等轻量化结构件方面持续发力。 

3、围绕新兴业务，通过“自主创造”推动转型升级 

公司通过压气机叶轮和壳体等的业务合作，已进入博世中国（Bosch (China)）供应链体系，并直接切入博世氢燃料压缩

机核心零部件业务。德国博世集团是世界第一大汽车技术提供商，其于2019年底在无锡设立氢燃料电池中心。报告期内，博

世中国（Bosch (China)）对公司氢燃料电池汽车零部件进行了现场审核并获得通过，公司正式取得供应商代码，成为其合格

供应商。 

报告期内，公司研究规划院牵头主导研发了一项可实现商业化的含有通用软件模块和算法的智能装备工作站——瑕疵识

别挑选系统。该系统规划了不同产品、不同特性材料零件的瑕疵识别要求，目前将进一步提高、扩大采样数据，不断优化识

别能力，该系统一经投入使用，将对解决全行业痛点问题具有实际意义和引领作用。 

（四）强化技术创新，开展重大项目研发 

发展是第一要务，创新则是第一动力。公司通过加大技术投入、技术创新，跟随客户创新系列产品巩固行业地位；通过

全面系统质量管理体系对产品质量进行严格把控，夯实核心竞争力基础；通过创新模式、技术提升和人才队伍建设，保证企

业健康稳定发展。报告期内，公司投入研发费用2,071.48万元，同比增长21.20%。截止2020年6月30日，公司发明专利授权

25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87项，在申请的发明专利6项，申请的实用新型专利2项。 

（五）优化组织架构，持续提升内控管理水平 

为适应未来长远发展，公司进一步调整优化了组织架构，按业务分类设置了事业部制管理，分别设立：装备事业部、铸

造事业部和制造事业部。报告期内，公司还通过定期经营分析、市场分析及生产分析，提高组织沟通效率，提升经营决策质

量。通过不断完善管理流程，优化各类考核标准，提升整体管理水平。提高过程控制质量、减少机器停机时间、控制工序成

本、提高员工素质、优化组合成本效益等方面加大降本增效工作力度，降低经营成本；合理生产组织达到规模效应、提高劳

动生产率，降低单位生产成本。细化应收账款管理，加快应收账款周转率，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降低在制品库存，缩短存货

周转期，最大程度减少资金占用。 

（六）建立学习型组织，提升团队整体业务水平 

公司通过在线学习平台，提供员工职业培训，完善用人机制和培训机制，努力营造成才环境，培育优秀人才，实现员工

自我价值成长；通过绩效管理，按照公司发展需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员工的业务技能和理论知识培训，助推公司业绩，推

进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根据财政部要求，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2017年7月财政部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

[2017]22号）会计政策。具体内容可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无锡贝斯特精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

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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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①2019年5月25日，公司与赫贝斯实业有限公司，签订了《关于转让苏州赫贝斯五金制品有限公司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

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向交易对方支付1,938万元人民币现金的方式购买其持有苏州赫贝斯51%的股权。公司于2020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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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50%的股权转让款项计969万元，故2020年1月15日为公司对苏州赫贝斯的收购日，公司于2020年1月开始将苏州赫贝斯

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②2020年1月22日，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100万元出资投资易通轻量化技术（江苏）有限公司，故公司于2020年1月开

始将易通轻量化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具体情况可详见公司于2020年8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无锡贝斯特精机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公

告编号：2020-040）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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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无锡贝斯特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之签字盖章页） 

 

 

 

 

 

 

 

 

 

单位（盖章）：无锡贝斯特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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