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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53                            证券简称：南方轴承                         公告编号：2020-039 

江苏南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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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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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轴承 股票代码 002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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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维  

办公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高新技术开发区龙翔路

9 号 
 

电话 0519-67893573  

电子信箱 zhengquanbu@nf-bearings.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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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93,416,109.10 190,618,373.14 1.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6,136,970.37 27,759,268.64 30.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8,410,198.88 22,542,617.33 26.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3,265,060.90 39,431,620.48 -15.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38 0.0798 3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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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38 0.0798 30.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26% 3.96%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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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2,786,668.62 785,915,677.76 -1.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87,972,345.24 686,634,084.51 0.1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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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建伟 境内自然人 39.60% 137,800,000 103,350,000   

史娟华 境内自然人 5.18% 18,034,000 0   

史维 境内自然人 2.64% 9,200,000 6,900,000   

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5% 6,780,000 0   

许维南 境内自然人 1.32% 4,607,732 3,455,799   

华泰证券资管

－南京银行－

华泰家园 10 号

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7% 3,368,624 0   

严献忠 境内自然人 0.92% 3,187,500 0   

黄燕明 境内自然人 0.64% 2,234,945 0   

陈曦 境内自然人 0.59% 2,062,100 0   

史建仲 境内自然人 0.57% 2,0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史建伟先生、史娟华女士与史维女士，史建伟先生为

公司董事长，史娟华女士系史建伟先生的妻子，史维女士系史建伟先生的女儿。2、许维

南先生为史建伟先生的妹婿。3、史建仲为史建伟兄弟。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严献忠通过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73,700 股,合

计持有公司股份 3,187,500 股；黄燕明通过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183,65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234,945 股；陈曦通过光大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062,1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062,1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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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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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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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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一）公司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由于受新冠疫情的影响，给公司的生产经营带来了一定困难，在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通过管

理层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积极应对，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做好复工复产，保证国内外客户订单

的及时交付，从而逆势实现公司主营业务继续保持稳步增长。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9,341.61万元，同比增长1.47%。这主要得益于公司对整个销售团队进行

专业化改造，持续加强对销售队伍的技术培训，强化服务水平，大大提高了销售团队的执行能力，针对高

利润、高增长产品加大销售投入，加大人才的引进力度，深挖既有客户份额，加大开拓新市场；同时健全

公司激励机制，有效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公司加强对员工的绩效考核，完善激励制度，确保公司发展战略

和经营目标的实现。 

2、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成本13,343.88万元，同比增长3.63%。成本的增长一方面是由于营业收入的增长，

另一方面源于最近两年公司不断加大固定资产投入，进行车间智能化升级改造所带来的的固定资产折旧成

本的增加。 

3、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4,111.07万元，同比增长28.84%。这主要源于公司不断优化管理流程，将

公司战略目标分解到各部门各责任人员，全面整合工作流程和岗位，淘汰富余人员，优化资源配置，加强

成本核算，降本增效，从而节约了运行成本，使得期间费用以及计提的减值损失同比下降明显；另外由于

公司高端制造及精密产品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多个重点领域研发项目获得的政府补贴增加。 

4、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净利润3613.70万元，同比增长30.18%。这主要源于营业利润的增加。 

 

（二）行业运行情况 

2020年上半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全球爆发不仅对中国，同时也对全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由于疫情的爆发，

先是国内企业大面积的停工停产，人员限制流动，随之是国外企业的大面积的停工停产，因此上半年，全

球制造业受到了巨大影响。在国内，作为轴承配套的主要机械产品汽车，在2019年产销量同比分别下降7.5%

和8.2%的基础上，在2020年上半年产销量同比继续分别下降16.8%和16.9%，下行压力明显。在国际上，受

中美贸易争端带来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全球疫情爆发带来的停工停产的影响，轴承出口比去年同期下降

17.76%。国家为稳定经济，扶植制造业，保就业主体，一方面在积极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帮助企业尽

快复工复产，同时在税收、社保等方面给予企业减免，出台的一些列的减税降费措施，稳定了经济运行环

境，带来了部分行业的的企稳回升，但整体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国内轴承行业同质化、低端化竞争愈发激

烈，行业将进一步整合调整。 

根据中国轴承行业网对全国轴承行业127家企业1-6月份的统计： 

1～6月份，127家企业累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424.50亿元，同比减少4.15%；共计生产轴承24.73亿套，较

去年同期减少1.31亿套，同比减少5.05%；轴承销售量为 23.92亿套，较去年同期减少3.14亿套， 同比减少

11.59%。实现利润总额 22.53亿元，同比减少0.65%。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和中国轴承行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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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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详见本报告第十一节“五、33、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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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南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史建伟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0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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