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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15                            证券简称：伊之密                            公告编号：2021-008 

广东伊之密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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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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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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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6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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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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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之密 股票代码 30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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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德银 陈结文 

办公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高新区（容桂）科苑三

路 22 号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高新区（容桂）科苑三

路 22 号 

传真 0757-29262337 0757-29262337 

电话 0757-29262256 0757-29262162 

电子信箱 xiaodeyin@yizumi.com chenjw@yizumi.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所属行业为模压成型装备行业，是一家专注于高分子材料及金属成型领域的系统集成供应商。报告期内公司主要

业务未发生变化，主要业务为注塑机、压铸机、橡胶机、高速包装系统及模具、机器人自动化系统的设计、研发、生产、销

售和服务。 

    （二）主要产品 

 公司主要产品有注塑机、压铸机、橡胶机、高速包装系统与模具、机器人自动化系统等。 

1、注塑机 



广东伊之密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报告摘要 

2 

公司注塑机主要有通用机型（A5标准型高端伺服中小型注塑机、A5标准型高端伺服大型注塑机、SK系列变量泵注塑机、

SM领航系列等）、两板机机型（DP系列两板式注塑机、D1系列两板式注塑机等）、专用机型（SJ系列专用注塑机、UPVC

管件专用注塑机、PET瓶胚专用注塑机、储料缸M系列专用注塑机等）和精密全电动注塑机。注塑机主要应用在汽车行业、

家电行业、3C行业、包装行业等。2020年，注塑机全年销售收入202,399.23万元（含高速包装系统），占公司全年销售额的

74.46%，同比增长41.37%，驱动增长的主要原因为公司所处行业景气度较高，公司经营情况良好，订单饱满。 

2、压铸机 

公司压铸机主要有冷室压铸机型（H系列重型压铸机、SM系列伺服压铸机、DM重型冷室压铸机系列、DM中小型冷室

压铸机系列等）、专用机型（HM热室压铸机系列、HM-H热室压铸机系列等）和镁合金系列机型（HM-M热室镁合金压铸

机系列、HPM半固态镁合金注射成型机等）。压铸机主要应用在汽车行业、摩托车行业、3C行业和家电行业及正在兴起的

5G行业等。2020年，汽车行业发展减缓，给公司的压铸机业务带来较大挑战，公司压铸机全年经营情况比较平稳。压铸机

全年销售收入43,295.79万元，占公司全年销售额的15.93%，同比增长1.98%。 

3、橡胶机 

橡胶机事业部成立于2009年，发展至今，公司橡胶机有汽车配件行业应用机型、电力复合绝缘产品应用机型、其他橡胶

制品应用机型和客户定制机型。橡胶机主要应用在电力行业、汽车行业、家电行业等。下游客户生产的产品有高压复合绝缘

子、电缆附件、汽车减震和密封件等。2020年，橡胶机全年销售收入8,081.72万元，占公司全年销售额2.97%，同比下降6.32%。 

4、高速包装系统与模具 

高速包装系统属于注塑机的细分市场，主要是满足客户对食品包装、医疗包装和水包装等行业的个性化需求。2017年年

底，高速包装完成对伊之密模具的吸收合并，2018年起合并经营。2020年，高速包装系统和模具销售收入11,079.71万元，占

公司全年销售额的4.08%，同比增长42.12%。 

5、机器人自动化系统 

机器人自动化系统目前主要运用在压铸机的周边自动化，主要功能有：加料、产品取出、喷涂脱模剂、切除毛边、产品

检测、产品贴标等。客户可根据需要选取适合的周边配套。目前，公司机器人自动化系统主要销售形式分为两种：一种是以

压铸机及机器人打包销售，另外一种是给已有压铸机系统的其他企业进行自动化改造。2020年，机器人自动化系统销售收入

5,322.27万元，占公司全年销售额的1.96%，同比下降2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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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8,203,896.35 2,113,851,319.88 28.59% 2,014,969,813.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4,181,341.83 192,830,181.03 62.93% 175,343,828.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3,594,570.92 171,322,744.20 77.21% 148,134,691.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2,532,934.75 300,703,252.90 80.42% 153,752,999.2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4 0.45 64.44% 0.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3 0.45 62.22% 0.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16% 16.06% 6.10% 15.87%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3,629,022,821.94 2,865,356,298.77 26.65% 2,637,043,893.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59,701,691.40 1,278,607,943.11 21.98% 1,135,396,69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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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960,087.40 716,976,121.41 808,152,502.00 840,115,18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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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544,868.97 114,747,350.81 115,567,573.21 97,411,286.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174,185.78 110,654,133.69 108,487,671.71 101,626,951.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074,126.45 100,807,520.32 190,611,815.07 259,187,72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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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31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6,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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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卓控股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33.47% 145,800,000 0 质押 30,251,620 

广州市玄元投

资管理有限公

司－玄元科新

53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2.53% 11,000,000 0   

廖昌清 境内自然人 2.37% 10,312,200 10,312,20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融通新能源

汽车主题精选

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88% 8,168,780 0   

高潮 境内自然人 1.61% 7,000,000 5,250,000   

何忠霞 境内自然人 1.39% 6,063,944 0   

邱奉景 境内自然人 1.25% 5,459,534 0   

张涛 境内自然人 1.19% 5,200,080 3,900,060   

施罗德投资管

理（香港）有限

公司－施罗德

环球基金系列

中国优势（交易

所） 

其他 1.10% 4,805,320 0   

上海汐泰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汐泰东升 1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10% 4,803,76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佳卓控股有限公司间接股东陈敬财与梁敬华为连襟关系，甄荣辉与陈敬财、梁敬华之间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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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说明 关联关系。陈敬财、甄荣辉、梁敬华于 2010 年 1 月 1 日签署了《关于建立一致行动人关系之

协议》。张涛与何忠霞为夫妻关系，双方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其他上述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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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初，受疫情影响，给全球经济带来严重冲击，公司及行业上下游企业复工复产时间延迟，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受

到冲击；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国内市场特别是注塑机的国内市场快速复苏，公司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依托产品、

运营和全球化三大战略，立足自身优势，积极采取多项措施，使公司的生产经营有序恢复，公司的营业收入大幅增长。 

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为271,820.39万元，同比增长28.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1,418.13万元，同

比增长6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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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持续坚持新产品的研发及市场推广，并取得良好的销售业绩：  

1、高分子材料模压注射成型设备全年销售210,480.95万元，同比增长38.66%。受益于国内注塑机市场在疫情后的快速

复苏，注塑机全年销售202,399.23万元，同比增长41.37%，成为公司销售增长的主要来源，同时继续进一步丰富完善产

品系列，其中包括： 

1）持续优化完善液压三板式通用注塑机细分市场产品布局； 

2）加强大型伺服驱动节能环保二板式注塑机在特殊应用工艺领域研究；； 

3）重新打造全电动高精密注塑机产品竞争力； 

4）重点拓展多物料成型工艺装备； 

5）持续优化高速包装成型市场应用设备； 

6）加快橡胶注塑成型设备开发； 

7）持续投入特殊工艺应用研究，优化微发泡成型（FormPro）、表面装饰成型工艺（DecoPro）、注射成型与PUR聚氨

酯反应成型工艺组合应用（ReactPro）、长纤维直接注塑成型工艺（DirectPro-DIM）、聚合物在线配混直接注塑成型工艺

（DirectPro-DCIM）、水辅注射工艺（WIT）等特殊工艺应用设备，为客户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  

2、2020年上半年受下游汽车行业影响，轻合金模压成型设备市场下行压力加大，下半年随汽车行业逐步复苏而稳步向

好，压铸机及半固态镁合金机器全年销售43,295.79万元，同比增长1.98%。与此同时，公司持续在轻合金模压成型工艺

应用领域进行产品开发与推广： 

1）重点研发H系列第二代压铸机，全面提升设备性能； 

2）研发优化半固态镁合金系列产品及应用技术，并进一步推向国际市场，半固态镁合金系列产品在中国、德国及美国

销售均获得大幅增长。 

3）产品与工艺应用中心投入使用，完善3000吨全自动化压铸岛应用，成功完成汽车结构件试模，为汽配行业客户提供

更高性价比的压铸解决方案。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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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塑机 2,023,992,307.48 331,718,406.70 35.38% 41.37% 102.98% 1.34% 

压铸机 432,957,881.24 42,395,171.90 30.11% 1.98% -7.50%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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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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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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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 出资比例 

火神环保 设立 2020/04/22 15,300,000.00 51.00% 

巴西伊之密 设立 2020/07/16 34,050.5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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