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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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公司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已于 2021 年 4 月 12 日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限制性股票尚

在回购注销过程中且公司可转债处于转股期，在实施权益分派前公司总股本可能会发生变动，因

此，公司将按照 2020年度现金分红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本次利润分配

预案为：提取法定公积金后，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2元（含税），拟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 35,631,475.80元。（按拟回购后的总股

本 178,157,379股测算，具体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数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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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达精工 603331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文   

办公地址 台州市经中路908弄28号   

电话 0576-89007163   

电子信箱 ir@baidapm.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各类压缩机零部件、汽车零部件的研发、制造和销售业务。产品包括压缩机核

心零部件——叶片、平衡块、十字环连接器等，压缩机泵体全套产品——气缸、活塞、曲轴、上

法兰、下法兰等，以及汽车零部件——发电机爪极、制动卡钳活塞、起动机系列（开关壳、静铁

芯、动铁芯、减速轴）、传动系列（花键套、花键轴、套圈）、转向系列（延长轴、轴叉）等。 

公司拥有金属成形、精密加工、热处理工艺等核心技术，目前已成为国内主流旋转式压缩机

厂商（如美芝、凌达、海立等）的核心零部件供应商之一，是国内旋转式压缩机核心零部件之一

——叶片的龙头企业。凭借上述核心技术，公司业务从压缩机零部件延伸至发展前景良好的汽车

零部件行业。目前，公司不断拓展粉末冶金等新材料产品及新能源汽车空调压缩机铝动静盘、电

子转向铝件产品等汽车轻量化产品。 

（二）公司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自行采购原辅材料，建立了完善的供应链管理体系，研发中心根据客户的技术要求制定

原辅材料技术参数标准，采购部根据技术参数标准选择供应商，品质部对供应商进行评价，部分

原材料由客户指定供应商。 

2、生产模式 

公司生产的压缩机零部件、汽车零部件均属于非标准化产品，公司根据客户订单、销售预测

及各类产品生产周期情况，建立了完善的生产管理体系。 

压缩机零部件是公司于每年年初向下游厂商获取其全年预计产量信息，结合公司总体库存情

况制定全年生产计划。具体实践中，公司每月底综合考虑当前订单情况、产品库存情况和市场需

求变化情况安排下月生产计划，进行产品生产。 

汽车零部件采用以“订单拉动式生产”为主的生产模式。汽车零部件生产分为新产品开发生

产和量产产品生产。 

3、销售模式 

公司的销售方式主要为直销，直接与客户签订销售合同，框架合同原则上一年签订一次，在

框架合同条款下，客户如有需求则向公司下达订单。公司客户群分为国内、国外两类。公司压缩

机零部件业务销售以内销为主；汽车零部件业务以出口为主，产品面向欧美市场。 

（三）公司所处行业情况 

1、压缩机行业情况 

A、行业基本情况 



公司生产的压缩机零部件配套的旋转式、涡旋式压缩机应用在以民用空调（家用空调及部分

商用空调）为主、以热泵热水器、除湿机、热泵干衣机等其他家用电器为辅的领域。中国既是全

球最大的旋转式压缩机的市场，又是全球旋转式压缩机的最大生产国，中国旋转式压缩机的产能

占全球产能的 80%以上。 

报告期内受到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国际贸易摩擦不断等严峻的世界经济形势诸多因素影

响，压缩机行业 2020 年产销总量有小幅下降。根据产业在线数据统计，2020 年我国旋转式压缩

机产量 2.10 亿台，同比减少 1.55%，销量达 2.12 亿台，同比减少 1.69%；涡旋式压缩机产量 379.3

万台，销量 379.3 万台。 

B、公司主要压缩机产品的行业竞争情况 

目前掌握叶片生产技术的企业数量较少，本公司、贵州西南工具（集团）有限公司等少数几

家企业占领了我国叶片市场的大部分份额，行业集中度较高。目前掌握平衡块生产技术的国内企

业主要有以下几家：本公司、江门市正科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芜湖正科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肇庆匹思通机械有限公司，占领了我国平衡块市场的大部分份额，行业集中度较高。法兰、气缸、

活塞、曲轴等旋转式压缩机核心零部件产品涉足生产的企业主要有本公司、上海兆丰制冷配件有

限公司、上海西工压缩机配件有限公司等。旋转式压缩机隔板产品市场较为分散，代表企业有本

公司、安徽海立精密铸造有限公司、广东粤美精密科技实业有限公司等。同时掌握精密铸造、锻

造加工、冷挤加工工艺的生产企业极少，本公司是其中之一。 

近几年，压缩机制造行业专业化分工趋势明显，压缩机核心部件设备投资额大，加工精度极

高，目前不少压缩机厂开始将叶片以外的其余五大件转移到核心供货商生产。公司作为压缩机零

部件专业提供商，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客户，也为了更好地实施公司战略，抢先布局发展压缩机泵

体成套产品。 

2、汽车零部件的行业情况 

A、行业基本情况 

汽车零部件行业是汽车工业发展的基础。 

随着汽车制造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汽车产业整车与零部件分工明细化、《中国制造 2025》

指出汽车零部件制造是政府大力推动突破的重点领域之一，汽车零部件进口关税的降低等相关政

策的落实及推动，不断提高中国汽车制造竞争力，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重构，助力中国成为全球

汽车制造的重要的生产基地和出口基地。 

单辆汽车整车的零部件数量大约为 3 万个，主要包括发动机系统、车身系统、底盘系统、电



气设备与通用件五大部分。本公司生产的汽车零部件包括发动机系统的起动机、底盘系统的传动、

转向和制动、电气设备的发电机等零部件。 

B、公司生产的汽车零部件行业发展及竞争情况 

随着人们对汽车使用性能日益注重，汽车上的电子控制装置和用电设备相应增加，提高发电

机的输出功率成为汽车发电机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爪极发电机是现代汽车上使用的交流发电机

的主要形式，因其转子磁极成爪状而得名。 

作为汽车发电机上的重要构件， 发电机爪极的传统制造工艺被先进的精锻工艺所替代，加之

爪极的品种繁多，尺寸精度和内在质量要求比较高，制造难度较大，我国使用精锻工艺制造爪极

起步较晚，目前使用该技术生产汽车发电机爪极的企业数量很少，以江苏龙城精锻有限公司为代

表，集中度较高，公司具备较高的竞争力。 

汽车制动卡钳活塞是汽车制动系统中的主要安全部件之一。随着车辆性能的不断提高，车速

不断提升，汽车制动系统的发展由鼓式制动器逐渐发展为盘式制动器，现代汽车对于机械控制电

子化的运用已经越来越广泛，汽车制动系统也逐渐向电子化控制靠拢，电子驻车控制系统的发展

由 IPB 升级为业内领先 EPB 技术，展现给我们的就是取代传统拉杆手刹的电子手刹按钮，比传统

的拉杆手刹更安全，重量轻、制动效能高的制动卡钳将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轿车、商用车上，

未来发展前景较为广阔。 

庞大的汽车保有量将给汽车维修市场带来持续且较大的零部件更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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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7,905,105.25 1,503,265,428.25 25.59 1,085,526,105.30 

营业收入 967,589,792.88 852,103,682.15 13.55 774,542,085.8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81,486,865.68 74,715,765.36 9.06 70,474,425.9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72,365,494.31 65,325,988.16 10.78 64,703,473.7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873,582,207.95 762,178,398.06 14.62 718,347,958.37 

经营活动产生 9,343,028.07 34,933,177.47 -73.25 38,129,163.42 



的现金流量净

额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46 0.42 9.52 0.55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46 0.42 9.52 0.55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9.75 10.13 减少0.38个百分

点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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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864,517.90 203,447,571.55 259,023,780.35 332,253,923.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0,861,290.97 9,397,495.80 22,169,473.05 39,058,605.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10,410,029.05 8,089,909.34 21,241,957.85 32,623,598.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738,534.92 11,766,307.42 -29,283,227.04 32,598,48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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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1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88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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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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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达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19,200,000 67,200,000 37.55   质押 42,764,433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施小友 4,498,200 15,743,700 8.80   无   境内

自然

人 

张启春 3,570,000 12,495,000 6.98   无   境内

自然

人 

阮吉林 2,958,200 10,353,700 5.79   无   境内

自然

人 

张启斌 1,713,600 5,997,600 3.35   无   境内

自然

人 

阮卢安 1,540,000 5,390,000 3.01   无   境内

自然

人 

魏成刚 1,331,004 4,931,004 2.76   无   境内

自然

人 

史建伟 875,000 3,575,000 2.00   无   境内

自然

人 

邵伯明 638,000 2,258,000 1.26   无   境内

自然

人 

方东晖 1,935,400 1,935,400 1.08   无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百达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由实际制人施小友、

阮吉林、张启春、张启斌共同控制，阮卢安为阮吉林儿子，

视为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张启斌为张启春之弟，铭峰投

资是由张启斌控制的员工持股平台。除上述关系外，股东之

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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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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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758.98万元，同比增长 13.55 %；实现利润总额 9,868.58万

元，同比增长 10.7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148.69万元，同比增长 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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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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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 2020 年 1 月 1 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  目 
资产负债表 

2019年 12月 31日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响 2020年 1月 1日 

预收款项 564,972.53 -564,972.53  

合同负债  500,434.60 500,434.60 

其他流动负债  64,537.93 64,537.93 

2. 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于 2019 年度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

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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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期将以下 4 家子公司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情况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说明。 

序号 子公司名称 公司简称 

1 台州市百达电器有限公司 百达电器公司 

2 台州市百达热处理有限公司 百达热处理公司 

3 台州市百达机械有限公司 百达机械公司 

4 江西百达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江西百达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