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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61                           证券简称：田中精机                           公告编号：2020-076 

浙江田中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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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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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中精机 股票代码 300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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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弢 王楚雁 

办公地址 浙江省嘉善县姚庄镇新景路 398 号 浙江省嘉善县姚庄镇新景路 398 号 

电话 0573-89118800 0573-84778878 

电子信箱 securities@tanac.com.cn securities@tana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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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891,465.20 332,889,880.63 -48.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122,520.74 -95,545,291.17 117.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32,644,530.53 -96,744,576.20 133.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1,025,867.68 799,512.70 16,288.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77 1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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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77 118.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47% -48.02% 8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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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400,673.86 484,985,218.59 8.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0,470,125.89 28,864,498.25 144.1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6,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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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田享司 境外自然人 17.96% 21,845,000 16,383,750 质押 17,260,000 

钱承林 境内自然人 16.44% 19,998,000 14,998,500 质押 9,900,000 

竹田周司 境外自然人 11.23% 13,661,900 10,246,425 质押 6,650,000 

藤野康成 境外自然人 9.34% 11,356,278 8,517,208 质押 5,450,000 

蔷薇资本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8.11% 9,867,526    

龚伦勇 境内自然人 0.89% 1,080,000 1,080,000 冻结 108,000 

上海逐熹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逐熹 2 号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1% 986,600    

上海逐熹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逐熹 3 号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2% 758,300    

上海逐熹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逐熹 5 号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2% 752,300    

张伯杨 境内自然人 0.58% 704,71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本公司股东竹田享司、竹田周司为兄弟关系。公司股东上海逐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逐熹 2 号证券投资基金、上海逐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逐熹 3 号私募投资基金、上海

逐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逐熹 5 号私募投资基金为关联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上海逐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逐熹2号证券投资基金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

有 0 股外，还通过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986,600 股，

实际合计持有 986,600 股。公司股东上海逐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逐熹 3 号私募投资

基金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 758,3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758,300 股。公司股东上海逐熹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逐熹 5 号私募投资基金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华泰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725,3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75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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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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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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董事会监督和指导下，公司管理层进一步梳理和明晰公司发展战略，制定并推行年度经营计划，积极应对国内外经济

和产业环境的新形势，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注重研发投入，促进产品结构升级，企业生产运营稳步推进，对公司研发能力、

成本管控能力、人力资源管控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20年上半年，由于受大环境的客观影响，诸多行业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面对困难形势，公司坚持“外抓市场一着

不让，内抓管理细致入微”的工作思路，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化解不利因素，实现公司上半年的经营目标。 

2020年下半年，公司将继续根据行业特点紧抓重点客户，同时根据市场变化调整相关的业务策略，开拓多种渠道，不断

寻找新的增长点，确保胜利完成下半年的经营目标。 

1、2020年1-6月公司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7,189.15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48.36%。主要系本期报告不含远洋翔瑞营业收入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1,465.84万元，同比增长111.18%；实现利润总额2,061.91万元，同比增长115.82%；实现

净利润1,714.11万元，同比增长114.2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12.25万元，同比增长117.92%。 

报告期内影响公司营业利润的主要因素有以下两个方面： 

（1）信用减值损失347.73万元。 

（2）公允价值变动损失2,072.86万元。 

2、运营管理不断完善  

2020年，公司持续推动研发营销一体化，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积极进行产品创新，调整产品结构，深刻分析产业发展趋

势、紧跟市场脉搏，结合自身的优势与潜力、深挖客户需求，坚定地走差异化的道路，确保公司优质资源聚焦服务于公司战

略方向的重点项目；同时，不断优化整合提升研发队伍，确保研发对公司战略充分有效的执行与支撑。  

在日常运营中，公司通过持续完善信息化管理系统，进一步提高各部门、各岗位之间信息交换及流程处理速度，切实提

高工作效率；持续优化组织能力建设，不断明确各部门、各岗位的功能与定位，为公司战略落地及提升客户满意度打下坚实

的基础。  

3、研发项目及领域不断投入与开拓 

公司成功突破了过去传统绕线业务，在无线充电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将精密绕线技术在新产业的应用跨出了关键一

步，公司立足于独有的研发优势和技术基因，通过和相关产业内龙头企业紧密合作，公司快速切入了无线充电、音圈和震动

马达、汽车电子以及柔性线缆装配等多个领域或方向进行研发，为实现精密绕线技术在新兴产业内的横向拓展提供一定的基

础。 

4、进一步优化人力资源，提升企业竞争力 

2020年上半年加大了人员的招聘和培训力度，以提升企业整体的核心竞争力。疫情期间，公司人力资源部门为保障研发

和生产人员齐备，密切与嘉善县政府相关部门配合，同时公司所有员工积极响应公司及政府管控的要求，保障了公司顺利复

工复产。与此同时，公司加大培训的投入，2020年公司共组织110项内部培训课程，提升了人员素质技能，同时也提升了中

高层的管理能力。 

现代企业的竞争，某种意义上就是人才竞争，公司通过深化人事制度、分配制度以及激励制度的改革，努力营造激励人

才干事业、支持人才干来事业的氛围；为员工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平台，真正做到公司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统一，让公司的竞争

力不断提升，为公司持续不继发展提供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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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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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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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