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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80                            证券简称：贝斯特                            公告编号：2019-032 

无锡贝斯特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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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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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64,971,879.67 343,473,012.37 6.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2,500,639.11 68,689,539.16 5.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64,129,476.47 60,990,932.41 5.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4,656,450.65 -10,692,013.77 -798.2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25 0.3434 5.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25 0.3434 5.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2% 5.33% -0.2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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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 

总资产（元） 1,732,459,362.51 1,696,057,095.29 2.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24,711,242.26 1,384,248,920.64 2.9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7,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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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743,600 112,743,600   

曹余华 境内自然人 5.82% 11,632,500 11,632,500   

无锡市鑫石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55% 7,106,400 0   

曹逸 境内自然人 3.17% 6,345,000 6,345,000   

谢似玄 境内自然人 1.59% 3,172,500 3,172,500   

上海汇石鼎元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8% 2,750,000 0   

蒋根青 境内自然人 0.64% 1,270,200 0   

高建社 境内自然人 0.27% 545,600 0   

石利 境内自然人 0.22% 438,500 328,875 质押 418,500 

曾秋 境内自然人 0.16% 314,2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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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的股权。石利先生是公司控股股东无锡贝斯特投资有限公司旗下控股子

公司无锡旭电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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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高建社通过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4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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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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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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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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随着世界大调整大变革加速展开，国际环境将更趋于复杂多变，国际关系中的不

确定性与不稳定性明显增大。2019年上半年，面对如此严峻的国际形势，我国在“稳增长”政策发力和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提振

下，成功抵御了经济下行风险的冲击，宏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GDP同比增长6.3%。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

2019年1-6月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13.20万辆和1,232.3万辆，产销量分别同比下降13.7%和12.4%。其中新能源汽车2019

年1-6月份实现产量61.4万辆，同比增长48.5%；实现销量61.7万辆，同比增长49.5%，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对照发达国家历史，
国内汽车行业处于成长期向成熟期过渡的阶段，我国汽车工业距离成熟期还有一定时间，中国汽车保有量仍有巨大成长空间。 

尽管汽车市场遇冷，但受益于全球汽车产业向节能减排方向转型升级，公司主营产品涡轮增压器核心零部件符合节能减
排的环保政策方向，随着涡轮增压器渗透率的不断提升，公司在外部环境变化较大的情况下，仍旧较好完成了年初制定的业

绩目标。 

2019年上半年，公司重点围绕“改革引领、问题着手、结果导向”为工作思路，在做大做强原有业务的同时，进一步培育
新兴产业，尤其是顺势而为加大对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延伸布局。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深度挖掘客户需求，在新产品开发、

技术攻坚、质量提升及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实效。面对国内外并不乐观的经济形势，公司经营规模和整体盈利能力仍
旧取得了平稳增长，实现营业收入36,497.19万元，同比增长6.2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250.06万元，同比

增长5.5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6,412.95万元，同比增长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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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智能制造行业引领，加速布局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坚持走绿色化、智能化道路，尤其将环境保护视为公司重要使命，致力于构建环境友好型工厂。
报告期内，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投资不超过3亿元建设“汽车精密零部件项目（一期）”，该项目为公司五期工厂，于2019年5

月28日正式宣布开业，该工厂重点围绕“绿色化、智能化、低碳化”发展理念为中心思想，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和管理理念针
对传统工艺进行全方位革新升级，致力于建设成为行业内一流的完全实践绿色内涵的生产基地。该工厂建成后，主要产品包

括汽车涡轮增压器压气机壳、全加工叶轮等精密零部件以及新能源汽车铝合金结构件等，目前五期工厂部分产线安装调试完
毕并投入运营，部分产品型号已完成客户试样，项目进展顺利，产能将逐步爬坡。 

新能源汽车是未来汽车产业发展的方向，公司投资建设五期工厂旨在做大做强现有业务的同时，大力布局新能源汽车领

域，拓展公司产业链。实际上，公司亦早已紧扣时代脉搏，联合下游客户共同涉足新能源汽车（包括氢燃料汽车）产业链上

部分核心零部件的研究、开发和试生产工作，公司凭借多年来积累的创新研发实力、精密加工能力、品质管理能力以及优质

的客户积淀，未来将重点布局新能源汽车轻量化结构件的研发、制造和销售，以满足市场快速增长的需求。 

（二）持续推进智能制造，助力主业升级发展 

制造业正加快步伐向智能制造、先进制造转型升级，扎实的技术经验、突出的自主研发能力、先进的质量控制系统和快

速的市场反应机制是抢占领先地位的关键。公司立足于主业，通过聚焦大数据、自动控制、工业物联网等新技术的研发和应

用，结合“智能制造”战略主题不断发展壮大，提升了公司产品智能化、数字化、自动化水平，积极打造“贝斯特工业4.0”建设。

报告期内，基于多年来积极探索并布局智能装备产业，公司凭借应用于航空工业的“复杂大部件机器人智能装配关键技术”

项目荣获2018年度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公司智能制造进入了快速发展通道，经统计，在智能制造助力下，公司主营业务产品中的涡轮增压器核心零部件产能、

产量、销量、销售收入等实现了稳步增长，具体如下： 

 

产品 指标 2019年1-6月 2018年1-6月 2017年1-6月 复合增长率 

涡轮增压器零部件 销售收入（万元） 26,744.55 24,875.12 19,663.45 16.62% 

 

（三）围绕战略目标并购优质标的，推动公司迅速切入新能源汽车领域 

自上市以来，公司一直坚持内生增长以及外延发展的双轮驱动战略进行发展，本着对全体股东尤其中小股东有利、对公

司发展有利的首要原则，围绕有利于主营业务增长、有利于上下产业链整合、有利于竞争环节减少、有利于产能扩张、有利

于市值提升、与主营业务关联度高等的主要目的，在高端航空装备制造及相关加工业务、机车车辆研发制造、新能源汽车业

务、军工产业领域、大保健医疗器械装备、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境外相关领域以及其他与主营密切相关的领域，实施对外投
资和兼并收购活动，以积极寻求更多的产业扩张机会，推动公司可持续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以自有资金1,938万元通过向交易对方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其持有苏州赫贝斯五金制品有限公司5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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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苏州赫贝斯主要从事研发、设计、生产制造锌、铝、镁、铜、不锈钢金属制品的五金件，其凭借高品质的铝合金和压

铸零配件产品，成为全球知名新能源汽车厂商美国特斯拉公司、汽车零部件制造商日本YAZAKI公司、汽车安全系统制造商

瑞典AUTOLIV公司、美国BROOKS仪器公司以及EMI等公司的长期零配件供应商。公司实施本次收购，依托苏州赫贝斯在

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市场资源优势，进一步推动公司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延伸布局，使公司新业务能有的放矢，有利于公司
长远可持续发展。 

（四）成立研究规划院，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孵化基地 

报告期内，公司成立了研究规划院，其重点职责包括：负责公司转型升级发展中技术研发和产品规划、负责公司重大技

术改造和扩能的规划、负责公司新兴产业孵化基地的主要运营、负责公司投后企业的发展规划和日常管理等。借助新增储备

用地，公司将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孵化基地（即公司未来的六期工厂），主要负责落实研究规划院的研发成果，对其研发成
果进行样机或小批量试制任务。公司将不断加快新业务的拓展，不断推进新领域的布局，切实推动“改革、转型、提升”在公

司的逐步落实和执行。 

（五）重视科研投入，积极进行技术储备 

公司始终将自主研发与创新放在首位。为保持行业领先地位，持续提升产品竞争力，公司不断加大科研投入，持续创新
并积极探索行业前沿技术，继续将技术创新的着眼点立足于符合市场需求、符合行业特点、符合公司资源现状的前沿应用技

术创新上。报告期内，公司投入研发费用1,709.10万元，同比增长39.27%。截止2019年6月30日，公司发明专利授权22项，
实用新型专利授权80项，申请发明专利7项，申请实用新型专利7项。 

（六）全面推进信息化建设，优化经营管理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围绕发展战略，完善企业架构，注入发展活力，深化内部改革，提高管理效率。公司不断完善全面
内部控制制度，深入推行OA、ERP企业信息化管理体系、6S管理体系等规范化企业管理，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成本有效

控制；同时，继续聚焦企业经营管理全流程建设，搭建起研发系统、营销系统、供应链系统、生产系统几大职能模块的桥梁，
提升公司整体研发水平，助力企业提质增效。 

公司持续通过精益生产、智能制造、工艺技术优化与创新方面等降低生产成本，以流程优化、强化内控等手段提高效率、

降低费用；坚持从采购、生产、销售等方面开源与节流并举，日常经营管理工作中坚持以实用主义为本，去伪存真，从而进

一步强化成本控制，实现降本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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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1）2019年4月30日，国家财政部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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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财会[2019]6号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公司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

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按照财会[2019]6号的规定编制执行。 
（2）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

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 9号）， 

2017年5月2日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以上四项准则统称“新金融工

具准则”），并要求单独在境内上市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会计准则。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财务报表格式主要变动内容如下： 

①资产负债表列报项目： 

a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两个项目； 

b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两个项目； 

c新增“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反映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等。 

②利润表列报项目： 

a新增“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项目，反映企业因转让等情形导致终止确认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
资产而产生的利得或损失； 

b “资产减值损失”、“信用减值损失”项目位置移至“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之后； 

c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列示）”。 

③现金流量表列报项目： 

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其

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④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列报项目：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的填列口径，“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

反映企业发行在外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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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新金融工具准则主要变更内容如下： 

①金融资产分类由现行“四分类”改为“三分类”（根据公司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分类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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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减少了金融资产类别，提高了分类的客观性和有关会计处理的一致性； 

②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由“已发生损失法”改为“预期损失法”，以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揭示
和防控金融资产信用风险； 

③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④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⑤修订套期会计相关规定，使套期会计更加如实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 

综上所述上述会计政策调整，对公司无其他重大影响，对当期及前期列报净损益亦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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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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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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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签名）：                     

日期：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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