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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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描述公司面临的风险，敬请查阅本报告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中（二）风

险因素相关内容，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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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5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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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及板块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 

江苏北人 688218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庆 王喆 

办公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青丘巷1号 苏州工业园区青丘巷1号 

电话 0512-62886165 0512-62886165 

电子信箱 qing.wang@br-robot.com qing.wang@br-rob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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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9,483,653.75 1,244,234,457.54 -3.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827,249,081.24 832,454,398.80 -0.63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7,988,104.71 -43,899,751.60   

营业收入 171,448,772.87 226,483,510.58 -24.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1,222,282.44 29,303,110.39 -61.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6,612,656.27 26,841,943.59 -75.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34 8.11 减少6.7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0 0.33 -69.7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0 0.33 -69.70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 

5.75 4.06 增加1.69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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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9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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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转融通

借出股份的

限售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朱振友 境内自然

人 

22.82 26,774,294 26,774,294 26,774,294 无   

上海涌控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7.24 8,494,268 8,494,268 8,494,268 无   



林涛 境内自然

人 

6.15 7,213,297 7,213,297 7,213,297 无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79 5,622,195 5,622,195 5,622,195 无   

上海金力方长津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4.02 4,721,065 4,721,065 4,721,065 无   

苏州工业园区元禾重

元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苏州工业

园区元禾重元贰号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2.75 3,228,613 3,228,613 3,228,613 无   

苏州工业园区原点正

则贰号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2.73 3,200,000 3,200,000 3,200,000 无   

张仁福 境内自然

人 

2.49 2,920,000 2,920,000 2,920,000 无   

苏州工业园区原点正

则壹号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2.34 2,740,101 2,740,101 2,740,101 无   

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34 2,740,101 2,740,101 2,740,101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原点正则贰号与原点正则壹号为一致行动关系。除上述关

系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2.4 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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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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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观经济层面，2020 年，全球经济乌云笼罩，地缘政治、贸易冲突以及持续发展的新冠疫情

对经济的影响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经济走势面临更大的波动。 

行业方面，受全球经济与新冠疫情的影响，2020 年上半年，整车企业销量都出现了不同程度

的下滑，根据《车企产销快报》公开数据显示，大多数车企半年完成全年目标销量的 30%-40%左

右。行业的下滑使车企对固定资产的投资放缓，但智能化改造升级的需求日益凸显。智能化转型

需求、信息技术与机器人的融合创新等因素，将为公司所在的系统集成市场带来新的机遇。 

面对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与企业智能化改造升级的需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从短期来看，公

司将面临市场转型带来的阵痛，从长期来看，企业智能化改造升级及机器代人的需求将是一个历

史机遇。公司将始终以企业文化和愿景为引领，以技术研发和创新为驱动，以产品品质和服务为

支撑，以客户需求和价值为导向，巩固公司在汽车焊接领域的优势地位，同时，不断探索焊接、

装配、打磨等工艺在其他细分行业的应用，为有金属自动化、智能化生产线需求的客户提供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1,448,772.87 元，同比下降 24.30%，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1,222,282.44 元，同比下降 61.70%，主要原因为：2020 年上半年新冠疫情使得项目终

验收进度推后,确认收入项目减少，同时受疫情和汽车行业整体下滑的影响，上半年新接订单项目

减少及部分项目订单延期，导致上半年在执行项目减少，运营成本上升。综合来看，最终导致公

司确认收入项目减少，项目成本增加。 

面对挑战，公司通过如下工作来增强业务韧性，推进公司发展。具体来说： 

1.扩展产品销售策略，探索新的营销模式和新的应用领域 

公司在持续为老客户提供个性化、专业化方案服务的同时，针对不同的客户需求，推动整厂

智能化设计、全自动无人化生产、扩展应用的细分行业等方式，满足老客户老行业的智能化转型

升级需求，新客户新行业的自动化需求以及新行业的应用需求。 

 2.降本增效，增加产品附加值 

    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及宏观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公司以事业部制为主要管理模式，

以项目管理为主线，以信息化工具为抓手，细化单元，精细管理，通过对项目制造环节业务活动

的分析，提出降本增效解决方案，提高产品性能，更好的为客户服务。 

 3.加大研发力度，始终以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 

    秉承公司匠人之心的发展理念，面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机遇，公司继续加大研发投入，运用

公司在焊接、装配、打磨等方面技术积累，不断扩展应用领域，报告期内，在工程机械、家具生

产自动化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突破。 

 4.协同发展，摸索智能制造转型升级新解决方案 

    公司以提供完整的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为目标，引进战略合作伙伴，通过以自动化产线与

自动化物流协同规划为抓手，结合视觉技术、数据分析技术、工业互联网、参数化编程、工艺化

专家库等智能化技术，谋求协同发展，探索智能制造转型升级新的解决方案。 

5.引进人才，稳固团队，实现人才的转型升级 

经过数年的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公司形成了一支稳固的技术团队。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



争环境及公司的整体规划，在不断完善技术人才聘用、管理和培养制度的前提下，持续引进富有

经验的技术人员，重点针对具有硕士以上学位高级人才、“985”、“211”院校应届毕业生、具有专

业特长的骨干人才，采用录用、兼职、科研等多种方式加以引进和聘用，对于高级人才采用柔性

引进机制，以智力引进、智力借入、业余兼职、临时聘请、技术合作项目或承担研究课题等方式，

灵活多样的超常规、创造性地开展人才引进工作，实现人才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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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

的收入确认模型；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识别合同所包

含的各单项履约义务并在履行时分别确认收入；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更

明确的指引；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的规定。本次会计政策

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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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