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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60                            证券简称：星帅尔                            公告编号：2021-018 

杭州星帅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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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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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99，622，43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 元

（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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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帅尔 股票代码 002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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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群峰 田碧华 

办公地址 
杭州市富阳区受降镇祝家村交界岭 99 号

（2、3、4、5 幢） 

杭州市富阳区受降镇祝家村交界岭 99 号

（2、3、4、5 幢） 

电话 0571-63413898 0571-63413898 

电子信箱 zq@hzstarshuaier.com zq@hzstarshuaier.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研发、生产和销售各种类型的制冷压缩机用热保护器、起动器、密封接线柱，小家电用温度控制器，

以及中小型、微型电机产品。报告期内公司筹划拓展新业务，目前已正式向光伏领域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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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热保护器、起动器、密封接线柱 

热保护器用于制冷压缩机中电机的过流、过温保护，起动器用于辅助压缩机完成起动动作，密封接线柱主要用于实现压

缩机内外电源线的连接、绝缘和密封等功能。 

母公司的热保护器、起动器，子公司华锦电子的密封接线柱主要应用于冰箱、冷柜、空调、制冷饮水机等领域的制冷压

缩机以及带烘干功能的洗衣机上，目前公司产品已覆盖国内外主要压缩机生产厂家，包括华意系公司、东贝系公司、美的系

公司、钱江公司、江苏白雪、四川丹甫、LG电子、尼得科电机、恩布拉科等，终端客户为海尔、海信、美的、美菱、奥马、

惠而浦、西门子、夏普、伊莱克斯、三星、LG电子等国内和国际知名企业，深得客户信赖。其中华锦电子进一步拓展产品应

用领域，其生产的电动汽车空调压缩机密封接线柱系列产品主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丰富了产品结构。 

（二）光通信、光传感器组件 

光通信、传感器组件与专用芯片封装，通过光电转换，起到信号放大与滤波作用。该系列产品市场上多达100种以上，

各个厂家生产的产品不同，经过各个工序的封接装配基本分为低端、中端、高端及军工系列。低端系列产品主要应用于儿童

玩具车、照明、开关等，中端系列主要应用于电极启动、消磁电路、限流元件、过热保护、恒温发热、超高频电视等，高端

产品主要应用于汽车全球定位系统、移动通信、微波通讯、高速公路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ETC）混合集成电路、安防产品

热释电红外传感器PIR线性光耦、红外线传感器透视、人体红外线感应模块等，军工系列广泛应用于航天、导弹、飞船等。

光通信、传感器组件是近年来华锦电子在新兴领域的研发投入与市场布局，与厦门三优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重庆航伟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福州中科光芯科技有限公司等客户建立了良好的沟通、供货等关系。 

（三）温度控制器 

双金属片突跳式温控器是一种将定温后的双金属片作为热敏感反应组件，起到控制电路的作用。 

公司控股子公司新都安专业从事于温度控制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应用于变压器、微波炉、饮水机、咖啡机、热

水器、吸尘器等小家电领域，客户主要有美的、格兰仕、苏泊尔、利仁、科沃斯、方太、松下、夏普、惠而浦、三星、LG

等公司。近年，小家电行业在政策支持、宏观经济发展、居民对生活品质高要求以及在全球抗击疫情的背景下，国内及国际

市场的需求均出现明显增长，特别是微波炉、各类厨房用小家电、具有高温杀毒功能的蒸汽类家电产品等等。新都安一直致

力于中高端客户（包括海外市场）的开发，力争为客户提供差异化的产品来满足不同应用环境下对温控器的特殊需求。 

（四）中小型、微型电动机 

公司全资子公司浙特电机生产的中小型电动机主要包括三相异步电动机、高效节能永磁同步电机和高效节能微型电机，

永磁同步电梯曳引机电机、电梯门电机、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新能源汽车空调压缩机电机；微型电动机主要包括家用、商

用空调压缩机三相/单相交流电机和永磁无刷直流电机、冰箱压缩机交流和无刷直流电机、高压清洗泵电机、粉碎机电机。

产品应用范围涵盖冰箱、空调、电梯、清洗机、新能源汽车、厨余粉碎机、水泵等领域，主要客户包括海立电器、海立新能

源、江苏白雪、上海江菱机电有限公司 、绿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NEW WORLD PRODUCTS LIMITED、威特电梯部件（苏州）

有限公司、永大（电梯）中国有限公司等，相关产品在市场和技术研发方面均建立了一定的竞争优势。通过资源整合，浙特

电机将会在市场、技术、管理等方面取得进一步提高，增强企业盈利能力。 

（五）光伏组件 

富乐新能源主要产品为166半片、450W组件，182半片、540W组件已完成研发、生产，半片设计降低热斑风险，多主栅有

效的减少功率损失，更优的弱光性能更高的发电量。此外全黑组件、双面发电组件产品也已经通过Intertek认证。双面发电

组件通过双倍IEC可靠性测试，更低的工作温度特性，背面增益最高可达25%，比常规双面组件减重25%，采用易洁PVF薄膜有

效减少5%运营成本，目前富乐新能源光伏组件产能为每年350兆瓦,日产量1700片左右。 

富乐新能源光伏组件产品终端应用为集中式发电站、分布式电站，并以集中式发电站为主。光伏产品直接或间接销售至

加拿大、美国、德国、韩国、日本、中国、中国台湾等，国内客户有河北巨力索具（巨力新能源）、中国电子科技（嘉兴36

所）、博达ET Solar、新源AE SOLAR、马鞍山晶宇、皖能集团等。公司拥有完善的质量检测体系，超过40 道步骤的质量控

制和检验过程，严格的验收标准和严格的公差要求，确保客户收到的每一块太阳能组件的质量都符合客户要求。专业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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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精良的制造设备，依据客户提出的要求开发新产品，完成新产品的整套技术资料及试验，获得业内客户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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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6,979,908.77 708,198,952.10 30.89% 409,179,038.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7,864,510.68 131,396,533.59 -17.91% 95,412,383.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8,549,591.29 128,184,657.34 -23.12% 93,787,075.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5,475,734.82 189,485,262.92 -49.61% 93,394,808.0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5 1.15 -52.17% 0.8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5 1.15 -52.17% 0.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13% 17.00% -5.87% 14.27%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664,179,515.90 1,365,441,408.82 21.88% 896,276,217.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33,843,456.25 839,269,398.94 23.18% 710,385,32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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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974,488.29 250,597,432.98 253,402,904.98 257,005,082.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210,079.82 27,832,572.08 35,814,165.25 19,007,693.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995,109.35 24,978,053.34 31,620,390.75 18,956,037.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529,335.32 2,285,959.39 -13,073,850.07 62,734,29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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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0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9,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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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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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月根 境内自然人 31.09% 61,885,624 49,919,967 质押 18,700,000 

福鼎星帅尔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95% 27,772,909 0 质押 17,000,000 

楼勇伟 境内自然人 2.57% 5,120,160 4,972,500   

孙华民 境内自然人 1.65% 3,289,348 2,604,610   

夏启逵 境内自然人 1.24% 2,472,252 2,472,252   

吕仲维 境内自然人 1.03% 2,045,796 0   

胡毕霞 境内自然人 0.92% 1,830,065 0   

卢文成 境内自然人 0.83% 1,660,648 1,551,531   

李樱 境内自然人 0.78% 1,543,605 0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兴

全汇享一年持

有期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0% 1,4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楼月根、第三大股东楼勇伟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系父子关系。公司股东楼

月根、楼勇伟、孙华民、卢文成持有公司的法人股东星帅尔投资的股权。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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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公司立足于压缩机热保护器、起动器、密封接线柱、光通信组件、温度控制器以及电机产品的主营业务，继续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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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诚信为本，共同发展”的理念竭诚为广大客户服务，推动各项事业的稳步增长，以“创行业一流、铸世界品牌”为公司

的发展目标，以“不断提升品质、保护准确可靠、产品经久耐用、满足顾客需求”为公司的质量方针，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

2020年公司做好疫情防控和经营发展统筹规划，全力保障复工复产，主动对接客户需求，优化生产计划，公司的各项经营指

标包括销售与利润，同比都取得了稳定的增长，业绩再创历史新高。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的主要工作情况如下：  

1、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27亿元、归属母公司净利润1.08亿元，较好的完成了年初制定的经营目标。  

2、技术研发 

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持续创新，完成多项产品的研发、送样，以技术创新应对挑战、迎接机遇。 

3、营销 

报告期内，公司在保持现有产品和客户稳定增长的基础上，不断开发新客户。例如华锦电子成功开发厦门三优光电股份

有限公司、海宁市光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东莞安智芯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贵州黔兆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杭州麦乐克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炬鑫智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等；浙特电机新增威特电梯部件（苏州）有限公司、苏州英华特涡旋技术

有限公司、江苏车宜家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优质客户资源；新都安2020年内新增客户、新增项目合计贡献销售额约500万

元。 

4、资本运作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2.8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上市工作，可转债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收购浙特电机剩余股权，

浙特电机已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完成收购控股子公司新都安34%股权，通过本次交易实现对少数股东权益的收购，更加有利于提高公司对子公司的决策

效率，促进双方的业务发展，助力公司打开新的成长空间。 

此外，公司积极筹划拓展业务版图，目前已完成富乐新能源51%股权的收购。星帅尔勇于向清洁能源探索，努力打造更

多节能、环保、清洁、绿色的产品。未来公司将通过控股富乐新能源进入市场空间巨大的光伏行业，符合国家绿色产业导向，

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公司在节能、环保、清洁、绿色道路上的长期发展规划，快速开拓清洁能源的阳光大道，进一步增强公司

的持续盈利能力，回馈社会，回馈广大投资者。 

5、生产管理、质量管理、标准制定 

公司完成多项模具的改善提升，多项自制设备、外购设备安装调试并投产，随着募投项目的结束，自动化设备的投入使

用，成本节约、产品品质及生产效率方面均有显著成效。华锦电子从产品设计、材料采购、产品制造到产品销售及售后服务

等全过程严格进行成本管控，精益生产，持续提升经营效益；新都安完成核心操作人员多岗位技能培训，以方便公司合理分

配资源，应对旺季生产需求。浙特电机纳入星帅尔管理体系后，在生产管理方面更加规范高效，严格按照营销部订单排产，

清理公司积压库存，盘活资金加大设备投入，提高公司产能；重新核定产品工时定额，提高工作效率。 

公司及子公司建立了完整的质量控制体系，将质量目标考核纳入各级人员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通过层层分解质量目标，

将各级管理人员的业绩考核与个人收入挂钩，分月度、季度、年度进行考核，以确保产品质量。 

公司及子公司参与了多项国家标准、团体标准的制定，例如：《电自动控制器 燃烧器电自动控制系统的特殊要求》、

《电自动控制器 温度敏感控制器的特殊要求》、《电自动控制器 电动机热保护器的特殊要求》、《家用和类似用途无线充

电控制系统 通用要求》等，通过参与制定相关标准，有利于提高公司在行业中的地位和话语权，提升公司的竞争能力，同

时也为促进行业健康发展起到引领作用。  

6、投资者关系 

公司踊跃参与浙江证监局组织的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活动，积极接待投资者调研7次共计40余人，及时在深交所互动易

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110余次。公司自上市以来未发生过因投资者关系处理不当而造成负面影响的事件，市场对公司的关注

度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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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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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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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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十二节财务报告“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杭州星帅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楼月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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