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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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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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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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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不进行半年度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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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贝电气 603320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丁家丰  

电话 0575-83368521  

办公地址 浙江省嵊州市迪贝路66号  

电子信箱 info@dibei.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077,052,487.13 1,084,059,934.32 -0.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699,298,009.41 688,937,064.28 1.50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6,936,643.63 31,043,889.74 115.62 



营业收入 330,787,672.82 346,183,555.13 -4.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2,690,764.10 22,066,435.71 2.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1,306,960.31 20,362,008.27 -44.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25 3.52 减少0.2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22 -22.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0.22 -22.73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0,154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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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迪贝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7.83 62,176,109 0 无   

吴储正 境内自然人 16.50 21,447,423 0 无   

嵊州市迪贝工业炉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17 4,126,468 0 无   

浙江太极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8 2,316,622 0 无   

浙江卧龙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9 1,292,330 0 无   

马天崴 境内自然人 0.80 1,041,990 0 无   

许桂云 境内自然人 0.58 760,000 0 无   

林丽 境内自然人 0.46 601,120 0 无   

石晶玉 境内自然人 0.40 520,000 0 无   

陈玉麒 境内自然人 0.30 393,77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 吴建荣与吴储正是公司实际控制人 

2、 实际控制人吴储正持有迪贝控股 20%股权； 

3、 本公司控股股东迪贝控股持有迪贝工业炉 50%股权； 

4、 除以上情况，公司未知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

间，以及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10名股东之间

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受新冠疫情和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影响，企业经营环境更加复杂多变。根据产业在

线数据统计，报告期，国内冰箱生产 3,590.4 万台，同比下滑 7.6%，销售 3,645.9 万台，同比下滑

5.9%，其中出口 1,760.2 万台，同比微增 1.5%，内销 1,885.7 万台，同比下滑 11.9%。需求下降，

导致市场竞争进一步激烈，客户降本要求明显。 

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公司一手抓防疫，一手抓经营，利用与大客户的紧密合作关系，积极抢

抓订单，保证了生产经营的基本稳定。报告期，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07 亿元，同比下降 7.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69 万元，同比上升 2.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131 万元，同比下降 44.47%。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正在逐步消除。 

（一）抢抓订单，保证产销量基本平稳。 

一季度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产销量明显下滑。公司利用与下游客户紧密合作和自身产品结

构优势，抢抓订单，二季度实现销售收入 1.86 亿元，同比增长 9.43%，环比一季度增长 52.92%。

报告期实现国内销售 2.91 亿元，同比增长 1.58%；受海外疫情扩散和中美贸易摩擦等不利因素影

响，出口有所下滑。 

（二）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保持技术领先  

报告期，公司继续加大产品研发力度,上半年投入技术开发费用 1,168 万元,同比增长 2.05%；

获得专利授权 7 项，申请专利 5 项。为加快实现“电机本体+驱动控制”战略，公司在上海紫竹高

新园区设立拓扑驱动，引进电机控制技术团队，增强控制器产品的研发实力。  

（三）推进可转债募投项目建设 

公司三个募投项目建设进展顺利，目前已初步完成土建施工，下一步将抓紧进行设备选型和

采购安装，预计在 2021 年 6 月投产。 

（四）报告期计提可转债利息 640 万元，给公司财务指标造成一定压力。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1、财政部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财

会[2017]22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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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及执行期限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并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新收入准则。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列示产生影

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