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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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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易德龙 603380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童 樊理 

电话 0512-65461690 0512-65461690 

办公地址 苏州相城经济开发区春兴路50号 苏州相城经济开发区春兴路50号 

电子信箱 SD@etron.cn SD@etron.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313,430,764.58 1,176,025,094.30 11.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888,765,917.72 855,809,764.97 3.85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78,665,347.76 104,809,399.40 -24.94 



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602,956,903.11 482,435,620.32 24.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2,957,221.51 49,684,895.79 46.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7,813,874.56 49,012,565.71 38.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8.24 6.39 增加1.8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6 0.31 48.3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6 0.31 48.39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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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钱新栋 
境内自

然人 
37.23 59,560,680   无   

王明 
境内自

然人 
24.82 39,707,160   

质押 30,000,000 

冻结 614,000 

苏州詹姆士贝拉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8.02 12,837,360   无   

王静文 
境内自

然人 
0.96 1,531,340   无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城量化小盘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4 711,600   无   

钱戌强 
境内自

然人 
0.26 418,000   无   

王志良 
境内自

然人 
0.26 413,100   无   

卞宗元 
境内自

然人 
0.23 365,000   无   

法国兴业银行 其他 0.21 342,800   无   

陈君 
境内自

然人 
0.21 333,30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前十名股东中，贝拉投资有限合伙人钱小洁系钱新栋

配偶，持有贝拉投资 73.12%的出资额，钱新栋持有贝拉

投资 0.55%出资额，系贝拉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钱新

栋与贝拉投资为一致行动人。 

2、前十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除王静文外均系社会公众股

东，公司未知上述十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无限

售流通股股东与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

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 年，公司在“立足本土，服务全球”的经营方针指导下，不断建立和整合目标市场的竞争

优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02,956,903.11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4.98%。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 72,957,221.51 元，同比增长 46.84%。公司业务的稳步快速增长，主要源自于公司

对“高质量、多品种、快捷、灵活的电子制造服务”的经营发展战略的坚持与落实。报告期内，来

自全球细分市场的优质客户数量及产品种类均有快速增长尤其是医疗及汽车电子客户业务的快速

增长；同时，面对 2020 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公司也经受住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4 日除夕之夜就成立了新型冠状病毒防疫指挥小组，利用微信、电话、

网络等手段，按政府相关的防疫要求及指导意见，开展了一系列的防疫复工准备工作，在整个复

工复产期间采取多项有力举措，从复工防疫规则文件的制定、防疫物资的储备发放，到员工健康

状态、返岗复工人员信息的动态监测，甚至派专人去韩国采购口罩，为公司防疫安全筑起了一道

坚实有力的防线。 



当湖北急缺关键的医疗诊断设备 CT 机时，公司作为提供医疗设备配件生产的电子制造服务

商，在接收到医疗客户发来的紧急出货需求及保供产品生产函后，在 1 月 28 日就调集近百名留苏

员工回到生产现场，进行医疗设施设备配件的生产，保质保量快速交付客户，使其尽早投入使用，

为疫区医疗人员和民众提供医疗服务。除此以外，公司还有不少保供类客户的产能需求十分紧张，

我们在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积极调配资源，有序组织公司员工投入到抢产工作中，以

满足客户的订单交付需求。 

2020 年，公司围绕战略目标在稳健经营的基础上深入推进流程改善工作，自上而下全面梳理

公司价值流、订单流和物流的各个环节，从而明确各部门的核心价值。基于如何实现核心价值不

断细化流程，加强上下游部门的流程对接，逐步建立起强逻辑的智能管理系统，保障公司在营销

体系、市场开拓、供应链管理、智能制造、产品开发及技术管理、国际化人才培养、全面风险管

理等方面的市场竞争力，为公司全面管理水平的提升打下了结实的基础。 

1、 营销体系 

2020 年，公司秉承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专注于高质量，多品种，快捷、灵活的电子制造服务，

构建了新型的市场营销体系，进一步明确了公司的品牌形象、产品定位、细分市场定位、营销渠

道定位，进一步扩充营销队伍，投入资源，完成了新客户开发的数量目标，实现了销售额的持续

增长。 

未来，公司将进一步在品牌营销、渠道建设、客户管理、项目管理方面加大投入，以促进公

司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另外公司将全面升级客户关系管理系统（CRM），提升企业的业务管

理能力，利用互联网技术来协调企业与顾客间在营销和服务上的交互，向客户提供更加便捷和个

性化的服务体验，其最终目的是有利于吸引新客户、提高老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从而快速增加

市场份额。通过 CRM 系统改善后的营销和服务流程，将为销售活动的成功提供有利保障。 

2、 市场开拓 

公司在拓展电子制造业务的同时，进一步地加强为客户提供产品研发、可制造性分析、测试

开发、技术咨询及供应链整合等更多的增值服务。以工业控制产品、通讯产品、医疗电子产品、

汽车电子产品及高端消费电子产品为发展重点。 

公司当前在武汉、香港设有子公司，在墨西哥正在注册子公司（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已完成

墨西哥子公司的注册成立），在天津设有分公司，在上海、杭州、北京设有办事处，在越南设有合

作生产基地，以拓展当地的业务，为客户提供高质量、多品种、快捷灵活的电子制造服务。 

公司依据新型的市场营销体系，进一步完善了销售管理体系，包括客户满意度管理系统及客



户固定会议管理系统，通过提升服务能力，提高服务质量，增加客户满意度，获得更多订单及口

碑。 

3、 精细化管理 

公司“高质量、多品种、快捷、灵活的电子制造服务”业务模式对精细化管理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通过多年的积累，公司无论在客户及项目信息化管理、供应链信息化管理、生产制程及品

质信息化管理、产品开发信息化管理，以及风险管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都已经全面应用

信息技术，实现了及时、完整、准确、有效的可视化管理，以提高管理质量和效率。为公司高质

量、多品种、快捷、灵活的电子制造服务模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今后公司将在精细化分类的基

础上，利用大数据分析实现企业管理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4、 智能制造 

2020 年，公司导入 ASM 智能 SMT 软件系统，导入防错料和追溯系统，在接料的同时，可以

实现两面物料同时架上设备，大大的减少了换线时间，提升了效率。 

2020 年，公司进一步推进、完善智能仓储系统，除了原先的 SMT7 寸盘物料，通过 LED 亮灯

系统，对物料进行自动储位分配、分类存储，实现了快速领料、先进先出等高效、精准的仓储管

理，提升了仓库人员工作效率及准确度。 

2020 年，积极推进 ERP-SAP 的改造工作，预计在 2020 年完成改造，提升企业信息化管理体

系，提升数据的准确性、及时性、透明性，提升管理效率，提高企业形象。 

2020 年，不断完善与供应商 ERP 系统直接数据对接系统功能，可以和供应商直接进行 EDI 数

据交换，提升预测及订单的及时传递和处理，减少浪费，提高管理效率。 

2020 年，积极推进和客户 ERP 系统直接数据对接系统功能，可以和客户直接进行 EDI 数据交

换，提升预测及订单的及时传递和处理，减少浪费，提高管理效率。 

5、 国际化人才培养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全球客户，加大与全球供应商的深入合作，公司一贯重视人力资源的国际

化培养。员工通过参加定制化的内部培训、专业的外部培训（网络课程），在不能拜访客户的情况

下，定期采用视频网络会议，积累了丰富的国际化运营与管理经验。公司通过发掘人才并制定职

业发展规划，将员工个人职业目标与企业发展需求合理匹配，促成员工个人价值和企业价值的高

度统一。 

6、 风险管控 

2020 年公司对各项重要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流程进行了深入的梳理和修订，完善了包括内部审



计制度、信用管控系统在内的内部控制框架。公司通过加强内部控制管理，进一步保障公司经营

管理合法合规和运行安全，不断提高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促进了公司战略目标

的实现和可持续发展，股东及相关利益方合法权益得到了有效保护。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