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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仕达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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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638,579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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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仕达 股票代码 002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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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鎔伊 孙泽军

办公地址 浙江省温岭市经济开发区科技路 2号 浙江省温岭市经济开发区科技路 2号

电话 0576-86199005 0576-86199005

电子信箱 IR@asd.com.cn IR@asd.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爱仕达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要生产厨房炊具、厨房小家电、家居用品及机器人本体、机器人应用的企业，目前公司

拥有浙江温岭、湖北安陆、浙江嘉善三大生产基地，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一家省级企业研究院和一个省级企业研

发中心，研发和工艺水平处于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

爱仕达主要业务包括炊具、小家电、家居用品及工业机器人：

1、炊具：炒锅、煎锅、汤锅、奶锅、压力锅、蒸锅等

2、小家电：电饭锅、电压力锅、电磁炉、电水壶、破壁机等

3、家居用品：水壶、保温壶、水杯、厨房工具等

4、机器人：Scara、Delta、6自由度等全系列工业机器人产品负载涵盖3kg、4kg、6kg、20kg、50kg、100kg、500kg、
800kg及机器人的应用

公司主要以自主品牌在国内经营和为国际知名企业贴牌生产，并向海外市场销售自主品牌。公司产品结构偏重于炊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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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家电收入占比较低。

经过40多年不断的发展，公司在炊具生产方面具有深厚的技术积淀，为众多知名国际品牌代工，部分高端客户甚至选

择公司作为其独家代工商，在出口市场具有很强竞争力。在国内炊具市场，爱仕达和苏泊尔均为领导品牌，特别在商超渠道

有着明显的品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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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2,946,072.26 3,542,141,915.03 -18.33% 3,257,725,020.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2,683,614.99 128,838,723.68 -20.30% 148,696,982.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3,851,077.74 94,728,430.79 -294.08% 142,610,388.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410,252.77 25,512,026.16 81.92% 140,802,998.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 0.37 -18.92% 0.4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 0.37 -18.92% 0.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8% 5.86% -1.18% 6.73%

2020年末 2019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年末

资产总额 5,509,926,421.66 5,219,894,983.73 5.56% 4,664,177,532.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46,824,521.62 2,149,631,761.86 4.52% 2,220,736,8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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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094,508.34 661,092,593.53 800,047,100.19 963,711,870.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290,483.10 177,188,569.15 5,587,520.56 -46,801,991.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596,565.95 -22,815,529.07 -22,592,654.96 -108,846,327.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628,386.17 102,706,413.97 -148,289,198.11 52,364,65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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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19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5,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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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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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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仕达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5.07% 122,850,000 0 质押 87,660,000

陈合林 境内自然人 7.47% 26,177,000 19,632,750 质押 22,550,000

陈灵巧 境内自然人 4.73% 16,582,500 12,436,875 质押 16,582,500

陈文君 境内自然人 3.34% 11,700,000 0 质押 11,700,000

台州市富创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7% 10,764,000 0

浙江爱仕达电

器股份有限公

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76% 9,682,222 0

浙江爱仕达电

器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期员

工持股计划

其他 2.63% 9,215,676 0

林菊香 境内自然人 1.94% 6,781,250 0 质押 6,781,250

林仁平 境内自然人 1.67% 5,840,000 0

陈素芬 境内自然人 1.27% 4,435,602 0 质押 3,500,000

林富青 境内自然人 1.00% 3,510,000 2,632,500 质押 1,5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爱仕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仕达集团”）持有公司 35.07%的股份，是公司

的控股股东；陈合林先生、陈文君先生、陈灵巧女士、林菊香女士分别持有公司 7.47%、3.34%、

4.73%、1.94%股份，陈合林先生、陈文君先生、陈灵巧女士、林菊香女士又同时分别持有爱

仕达集团 60%、20% 、10%和 10%的股份，陈文君先生、陈灵巧女士为陈合林先生及林菊香

女士子女，四人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陈合林先生持有台州市富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富创投资”）23.6%的股份，为富创投资第一大股东；陈素芬女士持有公司 1.27%的股份，为

陈合林先生的妹妹；林富青先生为陈合林先生的妻弟，为陈文君先生、陈灵巧女士之舅。未

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林仁平除通过普通证券帐户持有 1,100,000股外，还通过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4,740,00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5,840,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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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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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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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来的疫情，对居民生活和企业经营造成很大冲击，公司受疫情影响较大，湖北工厂直至2020年4月才逐

步开展生产经营。面对疫情和复杂多变的外部经济形势，公司克难攻坚，砥砺前行，坚定智能炊电和智能制造双轮驱动的战

略，以智能炊电促升级，以智能制造促转型，确保公司各项业务稳步推进。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93亿元，较去年

同比下降18.3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268.36万元，较去年同比下降20.30%。

（一）炊具、小家电及家居业务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产品创新，推进新兴渠道布局，积极拓展国际市场，稳定行业领导地位。公司以客户体验为导向，

持续研发，推出了多款符合年轻消费群体需求的系列化产品，包括第五代316L晶刚甲炒锅、新生代•锈不了轻量三层铁炒锅、

第六代金刚旋风钛不粘无油烟炒锅、哆啦联名IP系列等产品，深受消费者喜爱。在营销网络建设上，公司重点加强了电商板

块业务布局，2020年公司成立了新营销事业部，一方面稳步推进与淘宝天猫、京东等传统电商的各项合作，另一方面，积极

尝试直播、社群、社区等新营销模式，与各大直播平台达成年度战略合作；国际营销方面，公司继续拓展国际市场的自有品

牌客户，构建国际营销网络，推动外销销售提升。与此同时，公司不断提升产品的标准化、体系化、主题化，力求降本增效。

（二）机器人及智能制造领域

报告期内，在机器人本体制造方面，公司子公司浙江钱江机器人在产品研发上实现了进一步突破，产品线得以进一步完

善。2020年钱江机器人成功开发了260公斤负载的QJR260-3100、高性能焊接机器人R6-1400H等新品；在细分领域上也开发

了具有软浮动、快插接口等专用压铸版机器人、智能焊接机器人及专有焊接工艺包等，该专用机器人、专有工艺包已成功应

用于多个终端客户；公司还开发了适合搅拌设备热提箱体焊接功能要求的机器人，为筑路机械设备智能制造奠定基础。

报告期内，在集成应用方面，公司通过持续研发，不断丰富在一般工业领域各个应用场景的解决方案。公司子公司上海

爱仕达机器人的关键产品恒力砂带机和恒力抛光机均内置力值和位移传感器，通过高速计算CPU进行力位实时补偿、自动电

子纠偏、自动砂带断裂检测等模块，结合3D视觉检测技术、工业物联网及边缘计算平台和智能工厂远程监控运维，形成整

体解决方案，已开始在高铁、轻轨制造、机械制造、五金制造等领域推广应用。针对目前家居行业钉架领域无法实现自动化

的行业痛点，上海爱仕达机器人成功为多家国内知名家居企业开发出钉架领域智能解决方案。孙公司劳博物流以细分市场系

统集成为主要业务，在升级了自身核心软件WMS(仓库管理系统)/WCS(仓库执行系统)/SCADA(实时监控)的基础上，深入研

发了定制化的TMS(车辆管理系统)/LMCS(劳博生产执行系统)，已成功运用于各项目现场。孙公司松盛机器人继续深耕酒业、

医疗行业和新能源行业，核心技术为全封闭桁架系统、酒业包装、智能拆垛、整层码垛、酒业装甑应用系统、直角坐标智能

拣选系统、机器人快速换模系统、智能3D拆码系统、机器人全封闭轨道系统、医药理瓶机，主要客户包括今世缘、口子窖、

洋河酒业、汾酒集团、科大智能、昆明昆船、深圳中集等企业。孙公司三佑科技通过核心运动控制技术和机器人应用技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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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装备的融合，为建材行业、3C行业、液晶半导体行业、家电行业、汽摩配零部件等行业用户提供专业高效的装配、

搬运、喷涂、码垛等智能制造柔性自动化解决方案。2020年，公司在半导体行业上成功研发了第二代面向12寸晶圆的激光扫

码EFEM工作站；在精密运控方面，研制了业界首套超精密光学扭力检测设备；在喷涂方面，研发解决了军工行业中迷彩喷

涂精密流量控制的痛点、开发了不粘锅行业精密计量模块化产品。孙公司索鲁馨在黑色金属高精度打磨技术与复合材料、碳

纤维材料打磨技术领域取得阶段性突破，正式进入黑色低压铸造领域，这两项技术可应用在飞机、高铁、新能源汽车等行业。

在新能源汽车行业，索鲁馨已为特斯拉提供多项自动化应用，多台协作式机器人去毛刺系统用于特斯拉变速箱及离合器壳体

拓，注塑自动化应用系统用于特斯拉内饰件注塑，目前主要客户有拓普集团、云海集团、旭升股份、杰克智能、德国费斯托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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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炊具 2,267,776,170.46 1,576,795,109.41 30.47% -17.08% -2.10% -1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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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了《企

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

【2017】22 号），根据财政部要求，在

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

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

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

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四届监

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1.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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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2017年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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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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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比较财

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该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单位：元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对2020年1月1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1）将与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相关的预

收款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

合同负债 64,136,703.33 45,589,544.50

预收款项 -72,474,474.76 -51,516,185.29

其他流动负债 8,337,771.43 5,926,640.79

（2）将属于产品质保金的应收账款重

分类至合同资产。

合同资产 4,868,300.18

应收账款 -4,868,300.18

与原收入准则相比，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度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增加/（减

少））：

单位：元

受影响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对2020年12月31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应收账款 -11,587,721.52

合同资产 11,587,721.52

合同负债 61,854,576.57 16,201,888.19

预收款项 -66,950,258.08 -17,377,060.08

其他流动负债 5,095,681.51 1,175,171.89

单位：元
受影响的利润表项目 对2020年度发生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营业成本 98,566,981.34 59,282,023.19

销售费用 -98,566,981.34 -59,282,023.19

（2）联营企业执行新收入准则

联营企业宁波江宸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7 年度

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2017年修订）（新收入准则）。本公司根据其因

追溯调整产生的累积影响数调整了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及年初留存收益。

单位：元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对2020年1月1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1）联营企业执行新收入准则 长期股权投资 -4,607,641.95 -4,607,641.95

未分配利润 -4,146,877.75 -4,146,877.75

盈余公积 -460,764.20 -460,764.20

1. 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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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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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于2020年5月14日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奔德仕智能家居有限公司，设立之日起纳入合并范

围。

2、公司于2020年10月09日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莫奈塔智能家居有限公司，设立之日起纳入合并范

围。

3、公司于2020年11月25日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阿路弗仑贸易发展有限公司，设立之日起纳入合并

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