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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49        证券简称：优德精密        公告编号：2020-043 

优德精密工业（昆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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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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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德精密 股票代码 300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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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海鹰 禹娟 

办公地址 江苏省昆山高科技工业园北门路 3268 号 江苏省昆山高科技工业园北门路 3268 号 

电话 0512-57770626 0512-57770626 

电子信箱 jdcn@jouder.com jdcn@joud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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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371,471.55 180,102,060.49 -27.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19,151.28 14,505,260.85 -93.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853,046.27 11,873,433.87 -107.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0,774,508.10 -2,868,788.13 -1,172.7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7 0.109 -93.5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7 0.109 -93.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8% 2.78%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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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5,042,885.67 747,710,956.06 -8.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99,669,965.39 509,219,883.93 -1.8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9,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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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正雄 境外自然人 33.77% 45,030,000 33,772,500   

United Creation Management Limited 境外法人 17.45% 23,270,000 0   

BEEANTAH INDUSTRIAL (M) SDN. BHD. 境外法人 7.02% 9,363,400 0   

FRIENDLY HOLDINGS (HK) CO., 

LIMITED 
境外法人 6.50% 8,670,000 0   

东发精密工业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69% 7,590,000 0   

昆山曼尼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3% 2,180,000 0   

张昌凤 境内自然人 0.53% 707,800 0   

昆山品宽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2% 700,000 0   

昆山伟裕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3% 440,000 0   

昆山康舒坦特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3% 44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昆山伟裕之股东张智伟为杨淑妃的姐姐杨淑如

的女儿的配偶，杨淑妃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曾正雄

之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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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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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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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一）总体经营情况回顾 

公司目前的主导产品汽车模具零部件主要应用于汽车模具领域，与汽车市场的发展密切相关。报告期

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037.15万元，较去年同期降低27.61%；营业利润为107.03万元，较去年同期降低
93.63%；利润总额为106.87万元，较去年同期降低93.63%；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1.92万元，较去

年同期降低93.66%。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68,504.29万元，较报告期初降低8.38%；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49,967万元，较期初降低1.88%。 

报告期内营业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同比下降较大，主要因素有： 

1、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给本就承压的汽车市场带来诸多变数，汽车消费意愿降低导致汽车
新车型开发项目停滞，进而影响到相关模具零部件市场需求量。因此受到国内外汽车行业产销量下滑及新

冠疫情双重影响，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2、为提高产品质量及市场占有率，公司上半年加大研发投入，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同时

受到汇率及利息影响，财务费用也有所增加。 

3、报告期内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收益率及理财产品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二）报告期内经营业务开展情况 

2020年度，公司持续围绕年度经营计划及建构“完整模具核心零部件工业与强化民族自主品牌”战略目

标；根据公司经营管理层拟定的2020年度经营计划和总体经营目标，结合实际的市场环境，督促经营管理

层推进及落实，其中产销和管理方面的工作开展如下： 

1、生产营销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因应市场环境变化及条件限制，公司营销团队为

稳固原有客户，加强了与客户线上的技术交流与互动，同时积极调整产品应用领域，采用多种知名自媒体

形式向国内外用户推广公司新产品、新技术。在推动公司产品进入汽车主机厂技术标准指定方面，今年上

半年取得了多家重要客户的认可；同时，公司的品牌国际化建设也在加速推进中。 

生产持续依照市场需求和订单状况，为应对市场竞争与人力资源等问题，加快改善与提升精密零部件

生产制造自动化技术与信息化管理，提升精密零件加工精度与制造效率，持续研究与引进国外高端精密加

工设备，今年上半年引进新设备及自动化产线，为生产加工能力的提升作好充分准备，提升产品交期竞争
力，同时，通过ERP系统运算分析，及时调整产成品库存结构，部分产品形态向终端延伸，提升对市场交

货响应速度，为营销市场提供有力支持。 

2、研发方面 

报告期内，研发项目方面按照年度计划的立项，持续进行中；基于目前市场状况，公司研发团队积极

协助生产部门在工艺与效率上的持续改善，提升产品加工能力，降低部分产品加工成本，进一步提升产品

市场竞争力，为营销下半年业务市场拓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3、管理方面 

报告期内，因为新冠疫情及汽车市场环境因素，公司的订单受到了较大影响，利用此期间，公司强化
员工的培训，以及政府提供的技能培训支持各项政策，持续提升员工专业技能水平，促进企业与人员共同

发展和成长。 

在业绩受到影响的同时，应收账款回收的时效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公司进行了“不可抗力”事项的

宣导，及时与客户沟通付款方案，了解客户的生产经营情况，查询客户近半年的诉讼、债务等风险，确保

应收款项的安全，避免扩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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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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本公司于2020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新收入准则。 

新收入准则为规范与客户之间的合同产生的收入建立了新的收入确认模型。为执行新收入准则，公司
重新评估了主要合同收入的确认、计量、核算和列报等方面。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规定，选择仅对在2020年

1月1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进行调整，以及对于最早可比期间期初（即2019年1月1日）之前或2020

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合同变更予以简化处理，即根据合同变更的最终安排，识别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

约义务、确定交易价格以及在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之间分摊交易价格。首次执行的累积影响金
额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初（即2020年1月1日）的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

不予调整。 

执行新收入准则的主要变化和影响如下：公司将因转让商品而预先收取客户的合同对价从“预收账款”

项目变更为“合同负债”项目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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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德精密工业（昆山）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曾正雄 

二0二0年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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