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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18                           证券简称：长盛轴承                           公告编号：2021-035 

浙江长盛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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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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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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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98,148,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5 元（含税），

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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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盛轴承 股票代码 30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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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寅 戴海林 

办公地址 浙江省嘉善县惠民街道鑫达路 6 号 浙江省嘉善县惠民街道鑫达路 6 号 

传真 0573-84183450 0573-84183450 

电话 0573-84182788 0573-84182788 

电子信箱 sid@csb.com.cn daihl@csb.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产品及应用领域 

1、报告期内，公司专注于精密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主要产品为自润滑轴承，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工程机械、

港口机械、塑料机械、农业机械等行业。根据材料和生产工艺的不同，公司产品主要分为金属塑料聚合物自润滑卷制轴承、

双金属边界润滑卷制轴承、金属基自润滑轴承。公司作为汽车主机厂商的二或三级配套供应商，已得到全球用户的认可。在

汽车座椅系统、汽车门、引擎盖、后背箱绞链、变速箱、汽车减震器系统、发动机周边配套系统等领域，公司根据客户的应

用数据和自身试验数据，与客户共同设计和开发新产品及新型材料，把公司自润滑轴承产品推广到包括宝马，沃尔沃，捷豹，

特斯拉，奥迪，大众等各车型中。在汽车制动系统、空调压缩机等应用领域，公司充分发挥在自润滑材料方面的研发设计优

势，与克诺尔、美驰、华域三电等知名企业共同对自润滑新材料方面的应用和试验进行研发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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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产品及应用领域 

①金属塑料聚合物自润滑卷制轴承的典型用途 

公司开发的CSB-50、CSB-40系列产品普遍具有无铅的优点，被广泛应用于汽车行业，如铰链、雨刮器、避震器、转向

系统、踏板总成、座椅调角器、变速箱、涨紧轮、压缩机、油泵、空气阀等部位。据估计，一辆乘用车可使用30个以上的金

属塑料聚合物自润滑卷制轴承。 

②双金属边界润滑卷制轴承的典型用途 

双金属边界润滑卷制轴承包括摩擦焊带挡边产品和直套产品两大类，其中摩擦焊带挡边产品主要用于工程机械行业，直

套产品主要用于汽车行业。 

摩擦焊带挡边产品主要用于需要在复杂路面环境下作业的履带式重型设备的底盘行走部件，如挖掘机、推土机、起重机、

旋挖钻机等的支重轮、拖带轮与引导轮。此外，摩擦焊带挡边产品也被大量应用于液压油缸、液压泵。 

直套产品主要运用于汽车行业，如车辆底盘系统、发动机（柴油发动机和大排量汽油发动机）、变速箱以及发动机周边

辅助系统等。 

③金属基自润滑轴承的典型用途 

公司开发的金属基自润滑轴承由于具有耐冲击、高负载、耐磨损以及免维护等特性，被广泛用于工程机械、港口机械、

塑料机械、水库设施、检修门以及油缸等行业。 

各应用领域的主要产品如下： 

序号 领域 部件 使用产品系列 

1 工程机械 

机身（斗杆、大臂支撑套等） CSB-650、CSB-600 

底盘（支重轮、拖带轮、引导轮） MJF-800、CSB-800 

油缸耳轴套、导向套 CSB-50、CSB-40、CSB-650、CSB-85HF 

工程车桥 CSB-650、CSB-090、CSB-800 

2 汽车行业 

避震悬挂系统 CSB-50、CSB-40 

座椅调节系统 CSB-50 

转向系统 CSB-50 

转向助力泵、燃油泵 CSB-50 

门铰链、前后盖铰链 CSB-50 

踏板、手刹系统 CSB-50 

变速箱 CSB-50、CSB-800 

制动器 CSB-50、CSB-800 

起动电机单向器 CSB-800、CSB-090、CSB-09G 

空调压缩机 CSB-50、CSB-XP 

3 锻压机械 侧向导板、曲轴轴套 CSB-850S、CSB-650、CSB-650GT 

4 塑料机械 格林柱、曲肘、射出座等轴套 CSB-50、CSB-650、CSB-650GT 

5 空调制冷 商用空调压缩机主轴支撑套 CSB-50、CSB-800 

6 液压元件 齿轮泵、柱塞泵等 CSB-40、CSB-50、 

7 模具行业 轮胎模具 CSB-650、CSB-850S、CSB-850BM 

8 办公设备 复印机、传真机、扫描仪等 CSB-50、CSB-EPB 

9 农业机械 联合收割机、拖拉机、捆包机等 CSB-50、CSB-20、CSB-800 

10 食品机械 饮料灌装机、榨汁机、豆浆机等 CSB-EPB、CSB-50 

11 物流机械 港口机械、堆高车、搬运车、叉车等 CSB-50、CSB-20、CSB-MAX 

12 冶金设备 连铸线、熔炼炉等 CSB-650 

13 自行车 前叉减震器 CSB-25、CSB-50 

（二）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的原材料主要有钢卷（板）、铜卷（板）、铜粉、铜坯料等，均向国内供应商采购。公司按照ISO/TS16949质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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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体系制定了《采购及供应商管理程序》，根据该程序的要求选择合适的供应商。公司和主要原料供应商签订技术协议（约

定产品规则、技术要求、技术争议判定等）、质量协议（约定产品质量检测程序、质量责任、质量问题的处理等）和订货协

议（约定定价方式、交货方式、结算方式等）等框架性协议，具体数量则由公司根据生产计划向供应商下采购订单。 

由于钢卷（板）、铜卷（板）、铜粉生产需求量比较大、消耗较稳定，公司一般根据上一季度日均用量情况、供应商供

货周期以及供应商要求的最低采购量确定安全库存，当原材料低于安全库存时，发出采购订单。坯料等与产品针对性较强的

原材料则根据客户订单采购。其中铜坯料采用意向式采购，意向式采购实际上是将铜坯料的备货转嫁至供应商，即发行人向

供应商下达采购订单，要求供应商安排组织生产。之后，发行人根据自身生产安排向供应商发送送货通知单，供应商根据送

货通知单约定日期安排送货。在下达送货通知单前，供应商无需向发行人送货亦无权要求结算货款。使用量较小的PTFE、

POM、PA、PI、PEEK等高分子材料根据生产情况灵活采购。 

2、生产模式 

公司的生产模式可分为：订单式生产和预估式生产（滚动计划），以订单式生产为主，预估式生产为辅。其中，订单式

生产根据销售订单组织生产，该模式适用于公司所有产品和所有客户。预估式生产根据客户的书面采购计划，下达预估单，

滚动组织生产，在上一时间段生产客户下一时间段需要的产品，以便及时响应客户的需求，该模式适用于稳定的大客户（一

般而言，在产品生产完成前，客户会下达正式的采购订单，正式采购订与采购计划一般无差异，仅有极小部分客户因生产需

求变化，导致采购计划与采购订单存在差异）。 

3、销售模式 

①销售机构设置 

公司设立的全资子公司长盛技术主要负责公司金属自润滑轴承产品的销售和售后服务。长盛技术根据公司《发展战略规

划》和《年度计划》等制定并实施年度市场开发及营销计划，负责市场信息搜集、品牌推广、产品销售及推广、销售网络和

渠道的拓展和管理、客户关系维护等工作。长盛技术公司下设销售部和市场部，分别负责国内、国外销售业务和市场开发工

作。公司控股子公司长盛塑料主要负责非金属自润滑轴承的销售和服务工作。另外，公司与誉泰实业合资设立的吉林长盛主

要负责东北地区市场的销售和服务工作。 

②销售模式 

从销售模式来看，公司采取直销为主、经销为辅的销售模式，经销均为买断式销售。国内市场主要采用直销模式，国外

市场直销、经销并重。 

直销：对于国内客户，公司主要采用直销模式，基本直接服务下游主机市场。公司产品在技术、品质和品牌上都处于国

内行业领先地位,且公司地处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服务网络基本能辐射覆盖汽车、机械制造行业较密集的华东、华北和

华南地区，采用直销方式不仅直接降低了客户采购成本，还能够通过提供直接的技术支持和服务快速响应客户需求。同时，

直销模式缩短了公司与终端客户的沟通链。了解终端客户对产品的评价和建议并反馈给公司的产品研发团队，能促进公司产

品的不断改善和创新，提升市场竞争力。 

对于重要或全球知名的国外客户，公司也主要采用直销模式。一方面，公司直接对接客户，能提供更完善的服务，有助

于在国际市场上树立口碑和提升品牌知名度，另一方面，直销模式能弥补国外经销商在服务大客户时技术与资本实力不足的

缺陷。另外，部分国际知名厂家如普茨迈斯特、克诺尔等指定需向原厂制造商直接采购，在这种情况下也采用直销方式。 

经销：公司的经销模式主要针对国外市场，系国外销售流程复杂、维护和服务成本高、经营风险较大，而国外经销商具

有本土化经营、服务完善及时、物流快捷等优势（但亦有部分国外客户明确要求由原厂制造商供货，如普茨迈斯特、克诺尔

等）。由于公司产品的定制化特性，公司、国外经销商和终端客户之间存在稳定的合作关系。即公司和经销商之间共享终端

客户信息并联合开发，公司根据终端客户的需求开发定制产品，经销商负责与终端客户之间的日常业务关系及售后服务。公

司在前期市场定位、客户开发、产品推广以及后期的客户维护、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方面给予国外经销商一定的培训、引导

和协助，以实现互利共赢。公司与国外主要经销商均有较为长期的良好合作关系，为公司迅速开拓国际市场、树立品牌声誉

提供了便捷途径。发行人采用经销模式符合行业特征。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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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655,249,482.63 600,840,893.61 9.06% 662,569,051.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5,320,717.25 127,906,919.66 13.61% 147,328,304.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3,437,063.41 103,973,870.42 9.10% 125,772,109.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3,397,003.97 181,322,971.15 -42.98% 133,030,2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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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3 0.65 12.31% 0.7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3 0.65 12.31% 0.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78% 11.13% 0.65% 13.79%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508,792,614.18 1,335,762,918.27 12.95% 1,253,844,21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89,201,883.88 1,186,911,799.30 8.62% 1,125,909,705.6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30,757,896.49 146,790,022.75 165,380,303.05 212,321,260.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669,864.19 32,191,569.17 43,080,404.68 43,378,879.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665,040.44 24,455,825.89 33,452,311.97 35,863,885.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449,519.91 16,127,100.82 41,324,805.72 37,495,577.52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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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2,31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0,517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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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志华 境内自然人 39.50% 78,210,000 60,142,500   

孙薇卿 境内自然人 15.00% 29,700,000 0   

陆晓林 境内自然人 4.50% 8,910,000 6,682,500   

曹寅超 境内自然人 3.00% 5,940,000 4,455,000   

上海璀盛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48% 4,900,500 0   

陆忠泉 境内自然人 2.25% 4,455,000 3,341,250   

王伟杰 境内自然人 2.25% 4,455,000 3,341,250   

周锦祥 境内自然人 2.25% 4,455,000 4,455,000   

嘉善百盛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3% 4,009,500 0   

沈霞 境内自然人 1.00% 1,98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孙志华与孙薇卿是父女关系。股东孙志华是上海璀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嘉善百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实际控制人。因此，

默认股东孙志华的一致行动人为孙薇卿、上海璀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浙江长盛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合伙）、嘉善百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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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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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市场形势和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长盛轴承在当地政府、全体员工、

供应商以及客户的积极努力下，公司得以较快的速度复工复产，并在产能提升、降本增效方面取得一定成

绩。公司抓住国内疫情受控、新基建加速等机会，卓有成效地开展各项工作，快速响应客户需求，表现出

了较强的承压能力和竞争实力，确保了全年业绩目标的完成。 

2020年度，公司合并层面实现营业收入6.5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1.4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3.6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后净利润为1.13亿元，同比增加9.10%。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总额为15.09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2.9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2.89亿元，同比上年末增长8.62%。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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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金属塑料聚合物

自润滑卷制轴承 
217,934,090.08 116,833,384.44 46.39% 1.62% -0.72% 1.26% 

双金属边界润滑

卷制轴承 
177,502,838.35 127,397,999.21 28.23% 6.71% 11.93% -3.34% 

金属基自润滑轴

承 
125,791,172.97 87,316,012.44 30.59% 2.23% -3.12% 3.8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应当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

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根据准则的规定，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

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进行调整。  

对2020年1月1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合并 母公司 

合同负债 2,137,029.22  22,123.89  

其他流动负债 211,176.39  2,876.11  

预收款项 -2,348,205.61  -25,000.00  

对2020年12月31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合并 母公司 

合同负债 2,739,770.80  39,823.01  

其他流动负债 248,808.71  5,176.99  

预收款项 -2,988,579.51  -45,000.00  

对2020年度发生额的影响金额：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合并 母公司 

营业成本 7,014,909.98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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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费用 -7,014,909.98  0.00  

财政部于2019年12月10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该解释明确了关联方的认定和细化了构成业务的判断条件。

根据准则解释的规定，本公司无调整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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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于2020年4月27日取得安徽长盛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控制权，并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浙江长盛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日期：2021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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