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3416                                公司简称：信捷电气 

 

 

 

 

 

 

 

无锡信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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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报告期内无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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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捷电气 60341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世恒 于秋阳 

电话 0510-85165961 0510-85165961 

办公地址 无锡市滨湖区滴翠路100号11

号楼三楼 

无锡市滨湖区滴翠路100号11

号楼三楼 

电子信箱 zqb@xinje.com zqb@xinj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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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3,350,411.32 1,462,690,685.83 30.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322,963,536.86 1,202,243,934.73 10.0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1-6月）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37,803,748.59 41,383,775.58   

营业收入 496,812,689.97 305,678,876.22 62.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43,189,449.82 71,933,040.90 99.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26,206,146.34 58,310,192.70 116.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1.41 6.63 增加4.7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02 0.51 1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02 0.5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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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6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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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新 境内自

然人 

35.10 49,335,160 49,335,160 无 0 

邹骏宇 境内自

然人 

20.71 29,104,600 0 无 0 

吉峰 境内自

然人 

7.55 10,610,400 0 无 0 

陆锡峰 境内自

然人 

2.80 3,936,800 0 质押 2,500,000 

过志强 境内自

然人 

2.03 2,857,100 0 无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交银施罗德先进制造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46 2,050,505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国有法

人 

1.25 1,755,015 0 无 0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 

境外法

人 

0.90 1,271,810 0 无 0 

韦益红 境内自

然人 

0.85 1,188,930 0 无 0 



瑞士信贷(香港)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69 967,342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未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不是一致行动人。

公司不知晓前 10名中的其他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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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提高研发水平，提高产品性能，运动型可编程控制器、人机界面、伺服

系统、控制系统等产品获得稳步发展。公司董事会紧密围绕发展目标，认真履行职责，对公司的

重大事项进行科学决策，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公司的伺服系统技术取得了一定的突破，DS5

产品系列取得了市场的整体认可，在经过了多年的技术储备后，行业的解决方案已经逐步成熟并

取得客户的认可，带动了整体的业务增长。报告期内继续保持健康、稳定的发展，品牌形象和市

场竞争力大幅提升；公司牢牢地把握市场态势，不断开拓市场区域；持续增大研发投入、不断提

高产品技术水平，努力为客户提供工业自动化产业链的一体化服务。 

报告期内主要的业务情况： 

1、可编程控制器业务板块：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提高可编程控制器的技术优势，丰富产品系列，优化基于 CODESYS 平

台可编程控制器--XS3 系列 PLC 的性能；不断研发优化基于 EtherCAT 总线通讯的小型 PLC--XDH 系



列 PLC 的各项功能；开发基于 EtherCAT 通讯的远程 IO 模块（插片式&一体式）；成功研发出基于

CANopen 通讯的模块等。充分利用 PLC 的品牌优势，积极拓展市场，报告期内毛利率为 60.60%，

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94%，达到 2.39 亿元。 

2、驱动系统业务板块：  

报告期内继续完善新一代经济型伺服驱动器——DS5L1 系列各项功能，性能提升卓越，增强

市场竞争力；研发新一代低压直流伺服驱动器 DF3 系列，助力物流行业高速发展。 

报告期内全新设计 MS6 系列电机，通过更加合理的磁路设计，进一步降低无功损耗，减少电

机发热，提供更优的用户体验；通过优化内部结构，将电机的防护等级再次提升。同时开发大功

率高惯量的伺服电机，进一步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更好地迎合客户需求；全面提升原有产品超速

过载能力方面。 

通过 PLC 带动伺服的策略逐渐落地，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03%，达到 1.54 亿，市场占有率进

一步提高。 

3、人机界面业务板块： 

报告期内推广无前壳内嵌入人机界面；全力研发系统屏，打造高性能产品；开发全新金属壳

触摸屏。报告期内销售收入稳步增长，实现销售 0.93 亿元。 

4、智能装置业务板块： 

公司智能装置自主化比例高，主要核心零部件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公司智能装置的主要部

件中，除减速器外购外，伺服系统和控制器都由自己开发生产。同时公司的机器视觉产品具有较

大的技术优势，与公司的高端伺服控制系统结合，形成全面智能化的智能装置体系，报告期内陆

续推出新产品。上半年公司智能装置实现收入 909.3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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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第十节 财务报告 五、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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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