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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15                                证券简称：伊之密                            公告编号：2020-072 

广东伊之密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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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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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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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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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757-29262256 0757-29262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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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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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069,936,208.81 1,132,959,591.65 -5.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1,202,481.84 127,988,409.06 -20.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93,479,947.91 120,342,705.29 -22.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2,733,393.87 48,268,896.52 92.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 0.3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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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 0.30 -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65% 10.73% -3.0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3,384,667,138.69 2,865,356,298.77 18.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38,191,980.70 1,278,607,943.11 4.6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4,20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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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5% 145,800,000  质押 30,251,620 

程燕平 境内自然人 2.61% 11,287,800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东方红

睿华沪港深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 

其他 2.52% 10,886,621    

廖昌清 境内自然人 2.39% 10,312,200 7,734,150   

彭德强 境内自然人 2.07% 8,962,400    

黎前虎 境内自然人 1.94% 8,397,501  质押 1,900,000 

梁仕璋 境内自然人 1.75% 7,538,468    

高潮 境内自然人 1.62% 7,000,000 5,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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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6,176,620    

何忠霞 境内自然人 1.40% 6,063,94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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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燕平与廖昌清为夫妻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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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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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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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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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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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国内外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加上中美经贸摩擦带来的不确定性，中国

经济面临愈加严峻的挑战。从公司所处行业来看，其下游的汽车行业发展依旧不景气，给行业的发展带来较大的困难和挑战。

在此不利的形势下，公司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加快复工复产的步伐，紧紧围绕“产品、运营和全球化”三大战略，立足自身

优势，积极调整经营策略，强化国内外市场开拓。尽管一季度业绩出现了阶段性亏损，但二季度以来，公司的生产运营得到

了快速的改善，公司的业绩快速恢复增长，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截至本报告期末（2020年6月30日），公司在手的有效

订单达8.84亿元（不含税金额，包含已出机未确认收入的发出商品）。2020年7月1日至2020年8月23日，公司新签订单达5.24

亿元（不含税金额）。目前，公司在手订单充足，生产紧张有序，公司将继续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影响，力争在下

半年为股东创造更多的价值。 

    报告期内，伊之密实现营业总收入106,993.62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5.56%；其中国内销售收入81,234.41万

元，出口销售收入21,345.80万元，其他业务收入4,413.41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120.25万元，比

上年同期下降20.93%。其中，第二季度单季度实现营业总收入71,697.61万元，同比增长10.57%，第二季度单季

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474.74万元，同比增长52.64%，第二季度单季度的营业总收入、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创下公司单季度营业总收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新高。 

 
   （一）产品方面： 

    1、注塑机领域，全面推动传统三板注塑机、大型二板注塑机、全电动注塑机的销售，深挖国内市场，不断增加与客户

的黏性，相关产品深受客户认可。 

    2、压铸机领域，推出高速精密压铸机，可适应于成型更精密、薄壁的铝合金压铸件。 

    3、压铸机领域，聚焦压射性能和稳定性升级，推出新一代冷室压铸机，全面提升客户的高性能生产制造能力。 

    4、橡胶机领域，现已形成了7大产品系列，获得超过20项专利。其中注射成型方案广泛应用于汽车行业、电力行业、轨

道交通、医疗、家电等领域，丰富的实践经验确保了产品的安全可靠和高效，满足全球客户各种高质量要求。 

    5、积极拥抱5G新兴市场，携手多家企业，开展5G应用方案的合作，伊之密压铸岛助力基站滤波器壳体、基站散热器壳

体等5G产品的生产，注塑机也深入应用在5G行业生产当中。 

    6、积极推动公司智能互联部的建设，深入探索工业互联网，现已推出YiMES智造执行系统，旨在打通数据孤岛，对生

产全流程管控，为客户提供数字化工厂解决方案。 

   （二）运营方面： 

     1、2020年上半年，继续深化IPD（集成产品研发）模式，按IPD的思想和流程开展新产品的研发，并严格按此流程完成

各项产品开发。 

     2、全面推进运营升级项目并取得实质性的阶段成果，产品交付流程进一步升级，生产运营效率进一步提升。 

     3、全面推广持续改善活动，在生产、服务、运营管理等全面提升公司运营效率及质量。 

     4、不断推进与国内外专业人士、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共同合作，从学术、市场、客户等不同角度碰撞孵化新思维，

将前沿科技融入新产品中。 

     5、有序落实基建项目建设，坚定不移推进全球创新中心的建设，伊之密全球创新中心已封顶，预计2021年竣工。 

     6、伊之密橡胶机从顺德容桂整体搬迁到大良五沙生产基地，新厂房规模扩大30%，新增研发测试车间，在新厂房开启

橡胶机事业部第二个十年的发展。 

  （三）全球化战略： 

    1、截至目前，公司有超过40个海外经销商，业务覆盖7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0年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海外

市场营收出现下滑，实现销售额21,345.80万元，同比下降22.01%。公司将根据海外疫情的变化态势，及时调整应对策略。 

    2、不断完善在海外市场的布局，目前在海外拥有HPM北美工厂、印度工厂、并成立了德国研发中心、德国销售中心、

印度服务中心、越南服务中心等。  

    3、依托德国伊之密研发中心，连接中欧先进技术，全面提升公司产品质量与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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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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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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