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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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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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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公司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元（含税），不转增股

本，不送红股。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因可转债转股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

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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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精机械 603677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田林 胡杭波 

办公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三省东路1号 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三省东路1号 

电话 0574-65310999 0574-65310999 

电子信箱 ir@qijing-m.com ir@qijing-m.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用途 

本公司是一家以机械精加工为主的制造型企业，专业从事洗衣机离合器等家电零部件、汽车

零部件及电动工具零部件的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公司的主要产品及用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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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分类 主要用途与客户群体 

家电零部件 

洗衣机离合器 全自动波轮洗衣机的核心部件 

洗衣机零部件 包括洗衣机离合器配件及洗衣机注塑件，滚筒洗衣机零配件等 

其他家电零部件 包括洗碗机零部件等 

汽车零部件 
包括发动机零部件、变速箱零部件、工程机械零部件等，主要

用于汽车发动机、变速箱以及工程液压系统 

电动工具零部件 
包括轴类、缸套、工具手柄等零部件，主要用于组装专业级电

动工具 

（二）经营模式 

1、 销售模式 

公司产品主要面向洗衣机整机厂商、汽车零部件一级供应商、电动工具整机厂商，主要客户

均为行业内知名企业或上市公司，如海尔、惠而浦、三星、博世、松下、TCL、海信、创维、牧田、

喜利得等。公司与上述客户经过多年合作，已建立较稳定的合作关系。公司通常与重要客户签订

长期框架性协议，约定产品质量标准、交货周期、付款方式、后续服务等事项。公司获得具体订

单的方式主要可分为议价模式和竞标模式。公司洗衣机离合器的销售主要采用议价模式，除洗衣

机离合器外的家电零部件、汽车零部件、电动工具零部件的销售主要采用竞标模式。 

2、采购模式  

公司制定了较为完善的供应商管理制度，对供应商选择、产品开发、供货质量监控、服务表

现跟踪及成本优化等方面进行全面管理。采购部负责甄选供应商，根据采购物料重要性，公司将

物料分为两类进行管理，其中钢材、塑料、外购件等主要原材料须在《合格供应商名录》中选择

合适的供应商进行采购，润滑油、液压油、包装物等辅助材料可由采购部直接选择供应商进行采

购。  

3、生产模式  

公司生产的零部件属于非标准化产品，主要根据客户订单组织生产。为缓解销售旺季的生产

压力，公司在销售淡季时也会适当增加产量，形成存货备售。总体而言，公司采用以“订单式生

产”为主、“备货式生产”为辅的生产模式。 

（三）行业情况说明 

目前公司主要产品为洗衣机离合器等家电零部件、汽车零部件及电动工具零部件，分别属于

家用电器制造业、汽车零部件制造业和电动工具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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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家用电器制造业 

家用电器种类繁多、范围较广，按产品用途分类，家用电器一般包括清洁电器、制冷电器、

厨卫电器、环境电器、电暖器具等；按行业惯例，家用电器又分为黑色家电和白色家电，黑色家

电通常指视听类产品，为人们提供娱乐、休闲，如彩电、音响等，白色家电则更加侧重于减轻人

们劳动强度、改善生活环境及提高生活质量，如洗衣机、空调、冰箱等。 

洗衣机方面：国内市场，洗衣机的保有率较高，新增需求有限，行业总量趋于平稳，升级换

代成为主要需求；波轮洗衣机目前是中国销量最大的洗衣机产品，但滚筒洗衣机对波轮洗衣机的

替代趋势仍在继续，滚筒洗衣机的产销量逐年增长。鉴于滚筒洗衣机和波轮洗衣机各有自身优势

和用户群体，预计短期内不存在完全替代的可能。产业在线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洗衣机总销量

为 6,323.5 万台，同比降低 4.6%，其中内销 4,293.4 万台，同比下滑 4.7%；外销 2,030.1 万台，同

比下滑 4.4%。 

2、汽车零部件制造业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世界各大汽车公司和零部件供应商在专注

于自身核心业务和优势业务的同时，为了降低成本，逐渐减少汽车零部件的自制率，越来越多的

整车厂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零部件采购，在世界范围内采购有比较优势的汽车零部件产品，汽

车配件全球化采购成为潮流。汽车零部件企业与整车厂之间关系的调整，打破了原有的全球配套

体系，推动了汽车产业链的全球化发展。整车厂将自身核心优势以外的零部件设计开发交给零部

件供应商，无疑会给零部件企业带来更多机遇。目前我国汽车零部件行业的规模化、专业化的局

面已经初步形成，几乎所有的汽车零部件都可以在中国制造，能够满足我国汽车本地化的配套需

求。 

随着中国汽车零部件制造整体制造水平和科技水平的提升，加之我国相对于美日等发达国家

的具有劳动力、工资水平等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我国的汽车零部件出

口逐渐增多，并逐步呈现向海外扩张的趋势。 

在《中国制造 2025》中，提到汽车零部件制造是政府大力推动突破的重点领域之一。要发展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继续支持电动汽车、燃料电池汽车发展，掌握汽车低碳化、信息化、智能化

核心技术，提升动力电池、驱动电机、高效内燃机、先进变速器、轻量化材料、智能控制等核心

技术的工程化和产业化能力，形成从关键零部件到整车的完整工业体系和创新体系，推动自主品

牌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同国际先进水平接轨。《中国制造 2025》的落实，加快提升汽车产业核心竞

争力，支撑汽车强国建设，更好地引领汽车零部件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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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20 日国务院发布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提出，以动

力电池与管理系统、驱动电机与电力电子、网联化与智能化技术为“三横”，构建关键零部件技术

供给体系。开展先进模块化动力电池与燃料电池系统技术攻关，探索新一代车用电机驱动系统解

决方案，加强智能网联汽车关键零部件及系统开发，突破计算和控制基础平台技术、氢燃料电池

汽车应用支撑技术等瓶颈，提升基础关键技术、先进基础工艺、基础核心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

等研发能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的落实，将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继续

高质量发展，加快汽车强国建设。 

3、电动工具制造业 

与洗衣机离合器等家电零部件行业类似， 国内电动工具零部件生产厂商大致可分为三种类

型：一是电动工具整机生产商，该类企业自行生产零部件，而后组装成整机；二是大型的电动工

具零部件生产商，专业为电动工具整机生产商提供零部件； 三是从事电动工具零部件生产的中小

微企业及将电动工具零部件作为附属产品的企业。经过多年发展，全球电动工具行业已形成较为

稳定的竞争格局，博世、 牧田、百得、日立等大型跨国公司占据了主要的市场份额。国内市场中，

尽管国产品牌市场占有率有所提升，但仍未摆脱大型跨国公司占据高端电动工具市场的局面。进

入大型电动工具跨国公司合格供应商体系的制造商， 一般拥有行业领先的技术工艺、研发能力、

产品质量、供货能力和企业信誉，且客户一旦与供应商建立采购关系，短期内不会轻易作出改变，

行业领先的电动工具零部件生产企业故而亦拥有较为稳定的市场份额。 

我国电动工具的市场需求以出口为主，内销为辅。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电动工具行业在承接

国际分工转移的过程中日趋成熟，已成为国际电动工具市场的主要供应国之一。作为外向型特征

十分明显的一个行业，我国电动工具行业(整机和零部件)的出口率达较高，出口量位居世界首位。

电动工具作为量大面广的机械化工具，被广泛应用于建筑道路、金属加工、木材加工等国民经济

各领域，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电动工具整机及零部件制造商面临广阔的市场空间。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1,808,109,989.61 1,774,935,312.59 1.87 2,003,851,563.46 

营业收入 1,559,374,078.12 1,666,390,456.03 -6.42 1,381,296,710.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6,206,359.28 76,316,812.65 -26.35 77,692,764.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45,832,110.13 69,474,082.85 -34.03 73,637,98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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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037,834,524.06 1,073,982,020.14 -3.37 1,040,943,711.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09,325,081.13 113,942,085.07 171.48 77,194,029.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 0.40 -27.50 0.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 0.40 -27.50 0.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5.32 7.24 

减少1.92

个百分点 
8.47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290,455,236.12 345,295,527.48  438,761,309.49  484,862,005.0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1,119,887.17 19,566,306.27  20,345,146.31  5,175,019.5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9,717,571.76 15,497,144.95  17,699,731.51  2,917,661.91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6,234,241.16 107,805,343.40  82,519,016.69  72,766,479.88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78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40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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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宁波奇精控股

有限公司 
0 99,960,000 52.03 无 质押 49,795,814 境内非国有法人 

汪永琪 0 8,867,880 4.62 无 无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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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兴琪 0 8,610,840 4.48 无 无   境内自然人 

胡家其 0 7,054,320 3.67 无 无   境内自然人 

张良川 0 7,054,320 3.67 无 无   境内自然人 

汪东敏 0 5,269,320 2.74 无 无   境内自然人 

汪伟东 0 5,269,320 2.74 无 无   境内自然人 

余兰 1,262,180 1,262,180 0.66 无 无   境内自然人 

黄国鹏 0 1,199,531 0.62 无 无   境内自然人 

廖青青 939,500 939,500 0.49 无 无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宁波奇精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汪永琪、汪兴琪、汪

伟东、汪东敏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汪永琪系汪伟东、汪东敏之父，汪兴琪系汪永琪之弟，张良川系

汪永琪、汪兴琪之表弟。汪永琪、汪兴琪、汪伟东、汪东敏、张良川、

胡家其分别持有宁波奇精控股有限公司 21.04%、20.44%、12.50%、

12.50%、16.76%、16.76%的股权。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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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155,937.41万元，同比减少 6.42%；实现利润总额 6,149.89

万元，同比减少 31.93%；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620.64万元，同比减少 26.35%。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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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以下简

称新收入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

的累积影响数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具体情况详见《2020 年年度报告》“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之“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中的“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将安徽奇精机械有限公司、博思韦精密工业(宁波)有限公司、玺轩信息科技（上海）

有限公司和 QIJING INDUSTRY (THAILAND) CO.,LTD.等 4 家子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情况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之说明。 

 

 

 

 

 

 

 

董事长：汪伟东 

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3月 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