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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贝斯特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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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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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为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不存在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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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00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7 元
（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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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510-82475767 0510-82475767 

电话 0510-82475767 0510-82475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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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要业务情况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精密零部件和智能装备及工装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近年，公司利用在智能装备及工

装领域的各类先发优势，还将业务延伸至高端航空装备制造以及工业自动化装备领域。公司主要产品包括涡轮增压器精密轴

承件、涡轮增压器叶轮、涡轮增压器中间壳、发动机缸体等燃油汽车零部件，氢燃料电动涡轮压缩机壳体、氢燃料电动压缩

机全铣叶轮、轴承盖以及功能部件等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座椅构件、连接件等飞机机舱零部件，用于汽车、轨道交通等领域
的智能装备及工装，以及飞机机身自动化钻铆系统、生产自动化系统等智能制造系统集成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汽车精密零部件项目（一期）”的投资建设，该项目为公司五期工厂，其重点围绕“绿色化、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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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化、低碳化”发展理念，致力于主营业务的规模扩产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布局，随着五期工厂的逐步投产，公司产品将拓

展至：汽车涡轮增压器压气机壳、压气机叶轮以及新能源汽车铝合金结构件等，其中涡轮增压器压气机壳部分型号已在产能

爬坡，逐步供货阶段。 

报告期内，公司收购兼并了苏州赫贝斯51%的股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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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包括汽车安全扣件、汽车充电扣等铝合金和压铸零配件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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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直接切入新能源汽车领域，实现公司战略转型的跨越式发展。易通轻量化公司目前产品包括新能源汽车车载充电模组

结构件等。 

 

（2）主要产品及应用领域 

产品系列 主要产品 应用领域 

精密零部件 燃油汽车零部件 涡轮增压器精密轴承件、叶轮、中间壳、气封板、

密封环、齿轮轴、压气机壳 

燃油汽车涡轮增压器 

真空泵、油泵、高压共轨燃油泵泵体、发动机缸体

等 

燃油汽车发动机 

新能源汽车零部件 氢燃料电动涡轮压缩机壳体、氢燃料电动压缩机全

铣叶轮、轴承盖以及功能部件等； 

汽车安全扣件、汽车充电扣、车载充电模组结构件

等 

氢燃料电池汽车压缩机以及其

他新能源汽车零部件 

飞机机舱零部件 座椅构件、连接件等内饰件 飞机机舱 

其他零部件 手柄、气缸、端盖 气动工具 

滤波器 通讯基站 

阀板 制冷压缩机 

智能装备及工装 工装夹具 发动机缸体夹具、发动机缸盖夹具、变速箱壳体夹
具、转向节夹具、后桥夹具等 

汽车、轨道交通、风力发电等零
部件生产 

飞机机身自动化钻铆

系统 

机器人自动化钻孔系统、双机器人自动化钻铆系统、

飞机机身大部件复合加工机床系统 

飞机翼面、机身自动化装配、制

孔、涂胶、铣削及抽铆等服务领
域 

生产自动化系统 两轴桁架机器人自动线、三轴桁架机器人自动线、

倒挂关机机器人自动线、去毛刺机器人 

汽车、轨道交通、风力发电等领

域，为使用自动化生产线的客户

提供更全面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3）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 

公司生产的汽车零部件主要应用于汽车发动机涡轮增压器系统、汽车发动机系统等；生产的智能装备及工装产品是配套

机床的产品，可应用于汽车、船舶等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的智能装备及工装产品均主要应用于汽车相

关产业。因此，公司所属行业可根据汽车行业的发展进行衡量。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2019年我国汽车行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受中美经贸摩擦、环保标准切换、新能源

补贴退坡等因素的影响，承受了一定压力。全年，生产企业主动调整，积极应对，2019年下半年表现出较强的自我恢复能力，
行业总体保持在合理区间。2019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2.1万辆和2576.9万辆，同比分别下降7.5%和8.2%，产销量继

续蝉联全球第一。 

未来，预计全球整车销售市场将进入平稳波动阶段。在新车销量增速放缓的背景下，行业竞争加剧，整车和零部件行业

有望发生相应的整合重组。汽车低碳化、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的发展方向在全球车企形成共识，整车企业研发投入将大
幅增长，更加促进了合并重组或联盟合作的发展趋势。 在这种形势下，汽车零部件企业将需要不断提升其综合能力：很好

的成本控制能力；全球配套能力；完善的产品开发能力。 

2019 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发布的《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和《乘用车燃料消耗量评价方法及指标》

的征求意见稿，对强制性国家标准面向2025年的第五阶段标准征求意见。新标准进一步提出2021-2025年的乘用车燃料消耗

量指标要求及新能源汽车的核算方法，确定更加合理地评价体系和基准质量等特征参数，明确了实现《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

规划》确定的2025年乘用车油耗平均4.0L/100km 的目标不变，将推动我国乘用车燃料消耗量水平的持续下降和新能源汽车

产业健康、快速地发展。 

    在业内，涡轮增压是一种通过提高发动机进气能力来提高燃油经济性和减少排放的技术， 可以在不牺牲发动机性能的同
时较大幅度地减少燃油消耗，涡轮增压技术配合发动机小型化是汽车制造商的首选方案。 根据浙商证券研究所的行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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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其预计未来几年，我国涡轮增压器配给率将持续大幅增长，到2025年，传统车型的涡轮增压器配给率将超过70%，混

合动力车型涡轮增压器配给率超过85%。 

（4）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A、精密零部件行业 

汽车涡轮增压器和发动机零部件对于加工材料、加工精度和质量稳定性有较高要求，只有少数在设备、工艺和生产组织

等方面有优势的企业才能生产。通过长时间的工艺积累和研发、大量高精度数控机床的引入、持续生产组织管理改进，公司
目前已成为世界著名涡轮增压器和汽车发动机相关制造企业盖瑞特（Garrett）、康明斯（Cummins）、博马科技（BMTS）

的全球供应商，博格华纳（BorgWarner）、皮尔博格（Pierburg）、长春富奥石川岛（FIT）、上海菱重 （ SMTC）、三菱

重工（MHIET）、宁波丰沃的国内供应商。 

同时，公司亦利用在精密零部件加工领域形成的技术优势及自动化生产线的柔性加工能力，为飞机机舱零部件、气动工

具和制冷压缩机等高端制造领域供应精密零部件，目前已与相关领域主要企业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其中公司是英格索兰、
开利空调和BE航空、ACRO航空的全球供应商之一，上述四家分别是气动工具、制冷压缩机和航空内饰件领域的主要企业。  

B、智能装备及工装行业 

多年来，公司智能装备及工装业务凭借丰富设计经验、先进技术、精良品质和及时服务，不仅为国内一线汽车整车厂、

主机厂提供高端工装夹具，而且还向日本和德国等国际知名机床商提供工装夹具产品，是目前中国工装夹具产业中的主要供
应商之一。 

在生产自动化系统项目上，公司与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签订“加工系统自动化改造合同”，为客户实现从手工线作业到

自动化作业、从自动化生产再到智能化生产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卓有成效的解决方案，切实为客户乃至行业提高生产效率、产
品质量以及降低人力资源成本作出了贡献。 

在智能装备业务上，公司自主研发了全自动去毛刺工作站、具有感知和自适应功能的全自动智能夹具等产品，实现了替
代效率和质量低下、工人技能和劳动强度高的原始手动生产单元，实现机械加工的自动、高效、智能化以及无人化、少人化

生产方向。 

公司联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成功研发的飞机机身自动化钻铆系统，努力将研发成果实现产业化，凭借“复杂大部件机器

人智能装配关键技术与应用”，获得了2018年度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伴随着汽车工业的持续发展，公司不断做精做强主营业务，保持了经营业绩的稳定增长。公司的产品质量获得了主要客
户的持续好评：公司获得盖瑞特（原霍尼韦尔）2014年全球供应商质量金奖、2016年全球最佳供应商奖、2017年全球最佳供

应商奖，获得康明斯中国区2013年度最佳6Sigma持续改进奖、2016年度最佳供应商奖、2017年度最佳供应商奖，获得上汽
通用2019年度“质量创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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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801,857,188.08 744,757,145.83 7.67% 670,700,348.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7,815,085.98 158,778,554.40 5.69% 139,641,007.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3,746,885.85 145,281,504.68 5.83% 118,698,393.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6,299,713.25 137,717,641.40 28.02% 153,103,038.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391 0.7939 5.69% 0.71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391 0.7939 5.69% 0.71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58% 12.04% -0.46% 12.04%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1,853,775,725.45 1,696,057,095.29 9.30% 1,506,190,947.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19,747,046.91 1,384,248,920.64 9.79% 1,253,430,8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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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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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307,086.13 186,664,793.54 200,836,244.89 236,049,063.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667,371.41 39,833,267.70 44,507,014.93 50,807,431.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400,984.24 34,728,492.23 41,650,085.05 47,967,324.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308,154.03 16,348,296.62 14,158,225.00 87,485,03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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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03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5,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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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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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逸 境内自然人 3.17% 6,345,000 6,345,000   

无锡市鑫石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76% 5,511,4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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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8% 1,354,400 0   

石利 境内自然人 0.41% 821,500 616,125 质押 418,500 

代玲 境内自然人 0.20% 396,690 0   

高建社 境内自然人 0.19% 3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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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控制公司股

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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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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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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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年，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国际国内经济形势面临诸多考验，“危”“机”并存的大环境下，贝斯特全体成员凝心聚力，
重点围绕“改革引领、问题着手、结果导向”为工作思路，积极迎接挑战，努力抓住机遇并布局新能源汽车产业，通过优化组

织架构、加强新产品开发、强化技术创新、提升信息化建设等措施不断提高生产力、执行力和战斗力，坚持聚焦业务目标并

全力突破，推进各项业务快速成长。 

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0,185.72万元，同比增长7.6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781.51万元，同比增

长5.6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15,374.69万元，同比增长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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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转型方向，内生外延、多管齐下，大力进军新能源汽车领域 

1、绿色智能制造行业引领，内生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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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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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五期工厂产能逐步爬坡，涡轮增压
器压气机壳相关产品已对接客户，实现生产交付。报告期内，公司被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评定为国家级“绿色工厂”。 

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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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围绕战略外延式并购优质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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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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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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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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是生产经营活动中最关键的要素之一，为契合公司战略需要，公司通过培养与引进两种方式建立相关业务队伍，一

方面创新模式积极吸引相关领域高学历、高素质并具有实践经验的高端人才人；另一方面积极培养和引进营销人才，打造行

业专家型的营销团队。 

公司紧跟行业发展大趋势，响应国家政策号召，布局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大力引进新能源汽车领域优秀技术、营销类
人才队伍，公司通过与其合资控股“易通轻量化技术（江苏）有限公司”的方式，主要涉足新能源汽车轻量化产品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以期快速进入新能源汽车领域，进一步夯实公司战略转型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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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智能制造领域，公司作为“客户”和“供应商”的双重角色，一方面利用自身装备的集成优势，支撑公司精密零部件加工
产业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利用精密加工产业实际使用中积累的经验，提升智能装备的集成能力和操作体验，为客户提供更

有竞争力的整体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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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为战略客户上汽通用提供的“加工系统自动化改造升级集成服务项目”，

重点改造了闲置加工中心设备，恢复机床本体精度，通过集成升级为少人化、无人化的自动化加工智能生产线，有效地解决

了客户闲置设备资源的再生利用，公司凭借优质的技术和服务，荣获上汽通用2019年度“质量创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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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017年 复合增长率 

涡轮增压器零部件 销售收入（万元） 58,302.31 52,030.87 42,395.35 17.27% 

 

（三）持续提高原有客户合作纵深，努力拓展新客户、新市场 

公司充分利用已有平台和原有业务的基础，一方面深度挖掘老客户新需求，大力开拓新产品销售；另一方面，努力拓展

优质新客户，逐步提升产品市场份额。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提升了对盖瑞特等公司的整体销售份额，并拓展新增了上海菱

重、三菱重工等客户，进一步提高了公司营收体量和盈利能力，巩固了公司整体行业地位。 

报告期，公司设立了生产管理部，全面负责公司机加产业、铸造产业的生产管理，统筹公司资源，提升生产系统高效协
同能力，最大限度地满足客户要求。同时，生产管理部的设立强化了生产部门对市场一线的协同和支撑，强化了对市场部门

业务计划落实的引导和KPI考核，进一步全面激发公司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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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75.75万元，同比增长18.49%。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公司发明专利授权22项，
实用新型专利授权85项，申请发明专利7项，申请实用新型专利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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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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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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零部件 642,282,861.16 260,548,337.34 40.57% 10.82% 9.55% -0.47% 

智能装备及工装 83,669,645.81 28,956,131.67 34.61% -8.15% -22.68%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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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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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A、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

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
则”）。本公司依据相关文件规定的起始日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会计政策。修订后的准则规定，

对于首次执行日尚未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之前的确认和计量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应当追溯整。涉及前期比较财

务报表数据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需对公司以前年度财务报表的追溯调整事项，

本公司无因追溯调整产生的累积影响数调整2019年年初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 

     此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批准。 

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2019年1月1日资产负债表各项目影响如下： 

资产负债表项目 会政策变更前 

2018年12月31日余额 

新金融工具准则 

影响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后 

2019年1月1日余额 

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  143,048,504.70 143,048,504.70 

应收票据 81,551,612.74 -3,294,966.43 78,256,646.31 

应收款项融资  3,294,966.43 3,294,966.43 

其他应收款 567,444.70 -468,504.70 98,940.00 

其中：应收利息 468,504.70 -468,504.70  

其他流动资产 145,463,194.06   -142,580,000.00 2,883,194.06 

B、根据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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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以下修订： 

a. 资产负债表： 



无锡贝斯特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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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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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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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利润表： 

将“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将“减：信用减值损失”调整为“加：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研发费用”项目，补充了计入管理费用的自行开发无形资产的摊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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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应根据“投资收益”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如为损失，以“-”号填列。 

c.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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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映企业发行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的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额。 

此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批准。 

本公司根据财会(2019)6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2019年度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调整了比较期间的财务报表项

目，对比较期间2018年度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的影响如下：                                                 

                                                                       单位：元 

2018年度财务报表项目调整内

容 

调整后项目 调整后金额 调整前项目 调整前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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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票据 81,551,612.74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398,596,646.28 

应收账款 317,045,03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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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付票据 110,358,139.16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06,922,114.48 

应付账款 96,563,975.32  

将“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
“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资产减值损失 -5,704,868.48 资产减值损失 5,704,868.48 

 

2) 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报告期内公司无重要的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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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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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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