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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51                           证券简称：迈为股份                           公告编号：2020-073 

苏州迈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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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的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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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迈为股份 股票代码 300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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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琼 徐孙杰 

办公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经济开发区庞金路 1801

号庞金工业坊 D02 幢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经济开发区庞金路 1801

号庞金工业坊 D02 幢 

电话 0512-63920089 0512-63920089 

电子信箱 bod@maxwell-gp.com.cn zqb@maxwell-gp.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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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7,982,794.94 621,071,684.58 51.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9,273,235.97 123,892,685.89 52.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144,744,671.95 107,634,041.48 3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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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后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2,608,607.01 35,868,615.56 -246.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3.64 2.38 52.9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3.58 2.38 50.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10% 10.35%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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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8,209,226.05 4,005,057,288.85 1.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01,992,449.92 1,358,870,859.40 10.5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5,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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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剑 境内自然人 20.31% 10,560,544 10,560,544   

王正根 境内自然人 15.71% 8,169,261 8,169,261   

吴江东运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69% 3,476,653 0   

上海浩视仪器科

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23% 3,238,089 0   

苏州迈拓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91% 2,551,402 2,551,402   

苏州金茂新兴产

业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64% 2,412,482 0   

施政辉 境内自然人 2.81% 1,461,589 1,461,589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汇丰晋

信低碳先锋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72% 896,383 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其他 1.34% 699,177 0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汇丰晋

信智造先锋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9% 513,06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周剑与王正根为一致行动人，两人合计直接持有公司 18729805 股，占报告期内股份总

数的 36.02%，通过苏州迈拓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实际控制公司 4.91%的股份，合计控

制公司 40.93%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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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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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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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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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公司坚持以太阳能电池丝网印刷成套设备为主营产品，充分发挥自身的技术优势，持续保持在丝网印刷

设备领域的市场领先地位，公司在国内市场份居于首位。同时公司依托印刷、激光、真空三大技术模块，积极布局HJT设备

及OLED面板激光设备，拓展应用场景，多点开花，有望步入成长快车道。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收入93,798.28万元，同比增

长51.0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非后的净利润14,474.47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34.48%。 

（一）业务拓展 

公司依托光伏产业链设备技术上的相通性以及客户优势，积极实现光伏产业链上下游设备的拓展。公司主要产品仍为

太阳能电池丝网印刷成套设备，同期相比，2020年上半年丝网印刷成套设备收入有较大幅度增长，主要是销量有所增加，单

价趋于平稳，具体见下表： 

产品分类/项  目 2020上半年 2019上半年 

收入（万元） 销量（条） 单价（平均） 收入（万元） 销量（条） 单价（平均） 

（万元/条） （万元/条） 

太阳能电池丝网印

刷成套设备（已换

算成单线） 

66,053.79 114  579.42  48,670.53 88 553.07 

其中：单线 - - - 1,075.21 2 537.61 

双线 66,053.79 57  1,158.84  47,595.32 43 1,106.87 

注：整线销量已将1条双线换算成2条单线统计。 

公司在现有光伏印刷设备的基础上，相继进入光伏激光设备，OLED面板激光设备，HJT异质结电池生产设备等。在光

伏激光设备领域，公司持续进行研发投入，实现了技术上的提升，凭借较高的性价比优势，公司光伏激光设备的订单有一定

幅度增加。此外，公司凭借自身激光技术积累切入OLED面板设备的广阔市场，在OLED面板激光设备领域也取得关键性的

突破。另外，公司在HJT国产设备的研发上率先突破适用于HJT电池的丝网印刷设备；成功研制HJT非晶硅镀膜的核心设备

板式PECVD，并具备整线供应能力，目前产品尚处于研发调试阶段。 

（二）技术领域及战略布局 

公司始终重视研发创新，为保持公司产品的持续竞争力，不断加大研发投入，积极探索行业前沿技术，多线外延拓展。

根据战略规划，公司依托印刷喷印、激光和真空三方面技术研发，瞄准光伏装备、OLED面板设备等市场，形成多层次立体

化的业务布局。在HJT高效电池设备领域，公司前瞻性布局，较早投入相关项目研发，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优质的HJT整线解

决方案。 

作为丝网印刷设备龙头企业，公司具有外延拓展的技术、经验和服务优势。公司在丝网印刷装备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积累了高端装备制造销售品控经验。公司未来着力拓展的多个业务板块均属于高端装备领域，供应链、服务体系和生产品质

控制等方面相似，技术与经验可复制性强。从技术可迁移性上来看，公司现掌握的高速高精度控制技术、高精度定位技术以

及恒压力技术在精密设备制造领域具有很强的迁移能力，在激光开槽、激光切割等需要高精度定位的设备中可以得到应用。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重视研发，加大研发力度，2020上半年公司研发投入5,888.69万元，同比增长7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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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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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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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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文件要求，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  

公司已于2020年3月27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

变更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的《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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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在新加坡新设全资子公司MAXWELL TECHNOLOGY PTE. LTD（以下简称新加坡迈为），注册资本：30万

新元；经营范围：Wholesale of other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n.e.c.（机械设备销售），Development of other software and 

programming activities n.e.c.（软件和编程开发）；截至本报告期内，新加坡迈为暂未开展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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