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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51                           证券简称：永贵电器                     公告编号：（2020）037 号 

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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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贵电器 股票代码 30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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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文震 许小静 

办公地址 浙江省天台县白鹤镇东园路 5 号（西工业区） 浙江省天台县白鹤镇东园路 5 号（西工业区） 

电话 0576-83938635 0576-83938635 

电子信箱 yonggui@yonggui.com yonggui@yonggu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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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265,719.68 505,270,150.94 -2.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2,989,080.59 56,734,023.09 -24.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44,443,932.27 30,149,177.83 47.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304,077.42 -104,936,679.71 1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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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21 0.1479 -24.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21 0.1479 -24.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6% 2.41%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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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6,796,896.28 2,410,427,114.86 -4.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23,058,801.37 1,880,069,720.78 2.2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9,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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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永贵 境内自然人 15.74% 60,403,200 45,302,400   

浙江天台永贵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44% 36,210,000 0   

范正军 境内自然人 8.17% 31,352,500 23,514,375   

范纪军 境内自然人 7.87% 30,201,600 22,651,200   

娄爱芹 境内自然人 4.68% 17,963,440 13,472,580   

汪敏华 境内自然人 4.43% 16,991,200 12,743,400   

卢素珍 境内自然人 4.43% 16,991,200 12,743,400   

卢红萍 境内自然人 4.08% 15,670,095 4,094,210 质押 15,670,095 

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0.96% 3,682,825 0   

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 1 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0.60% 2,307,8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范永贵、范纪军、范正军、汪敏华、卢素珍、娄爱芹组成的范氏家族

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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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总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应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紧紧围绕年度工作总目标，继续推进技术创新，全力抓好科研生产工作，

在复工复产后通过采取合理高效排产、充分发挥人员及设备产能等措施，保证了轨道交通与工业、车载与能源信息、军工与

航空航天三大板块业务生产工作的稳步推进。 

2020年1-6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9,426.57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2.1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298.91万

元，较去年同期减少24.23%；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非后净利润4,444.39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47.41%。报告期末总

资产230,679.69万元，较年初减少4.3%；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192,305.88万元，较年初增长2.29%。 

（二）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分析 

1、报告期内，公司紧跟国家战略，在轨道交通领域纵深拓展，不断丰富产品结构，夯实技术储备，拓展客户资源，轨

道交通与工业板块收入26,579.94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2.24%，其中轨道交通连接器收入稳定增长，增量业务中轨道交通

门系统及蓄电池箱产品在报告期内释放业绩。 

2、报告期内，公司车载与能源信息板块中，新能源汽车业务板块为应对新能源市场的转型升级，进一步调整客户结构，

聚焦优质客户，上半年新客户业务未能释放，收入较去年同期下降；公司军工与航空航天业务受疫情影响，收入有所下降。 

3、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下降，主要原因为公司报告期内出售全资子公

司翊腾电子100%股权，并于2020年5月办理完资产交割手续，2020年6月翊腾电子收入及利润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公

司出售该股权产生的损益-863.21万元。 

4、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非后净利润4,444.39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47.41%，主要原因为轨道

交通与工业板块产品收入上升，产品结构发生变化带来整体毛利率上升，同时公司在报告期内加强内部精细化管理，控制各

项费用，其中管理费用下降明显。 

5、综合上述因素，报告期内公司整体经营情况向好，上半年轨道交通与工业板块各产品线进入快速增长期，车载与能

源信息板块业务基础不断夯实；下半年，公司管理层将紧抓战略机遇，持续优化资源配置和产品结构，促进公司实现可持续

发展。同时，公司管理层将持续关注内部风险控制，对各类应收款诉讼进行跟踪，加强应收账款回收力度，实现股东利益的

最大化。 

（三）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工作回顾 

1、市场营销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以市场和客户需求为导向”的原则，高度关注市场发展趋势和产品应用领域的拓展，利用公司在

轨道交通行业内优质客户资源及市场地位，进一步推广轨道交通各类增量产品，实现门系统、蓄电池箱、贯通道等产品的业

绩提升，进一步巩固公司在轨道交通领域的市场地位。 

2、经营管理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出售全资子公司翊腾电子100%股权，并于2020年5月27日办理完毕股权交割手续，此次出售资产目的在

于优化公司产业结构，有利于上市公司聚焦主业，增强竞争力，推动公司健康发展，符合公司战略发展目标。 

同时，公司进一步加强集团化管理力度，克服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充分调动各子公司的积极性，进一步优化管理流程，

提高管理运营效率。同时进一步强化对子公司的精细化管理，着重子公司财务风险控制，通过全面预算管理、重大事项报告

及监督等机制，进一步优化公司管理体制，持续完善治理结构，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3、产品研发方面 

公司围绕轨道交通与工业、车载与能源信息、军工与航空航天三大板块，持续优化研发体系，不断扩充研发技术团队，

加强新项目立项及推进，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4,194.49万元，占营业收入8.49%；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共申请并受理国家

专利57项，共授权专利53项。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共拥有专利授权447项，其中发明专利66项，实用新型

专利323项，外观专利58项。公司加强知识产权团队建设的同时逐步落实激励机制，维护项目和产品创新的基础。 

4、内部控制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强内部控制管理，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对公司的内部控制体系建设情况进行持续检查、规范和

完善，对各类经营风险进行定期识别，对新能源汽车业务坏账进行分析，对应收款诉讼案件进行持续跟踪，尽可能收回账款。

对现有客户风险进行阶段性识别，实现车载与能源信息板块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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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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根据上述文件的要求，公司于2020年4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十

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发

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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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公司已于2020年5月27日办理完向关联方卢红萍转让翊腾电子100%股权的过户手续，从6月份开始翊腾电子不纳入公

司的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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