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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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不进行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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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博达 60378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裴振东 徐萍萍 

电话 (86-21) 60978935 (86-21) 60978935 

办公地址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祖冲之路

2388号1-2幢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祖冲之路

2388号1-2幢 

电子信箱 keboda@keboda.com keboda@kebo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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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5,113,714.94 3,933,784,136.45 -4.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318,964,165.14 3,240,865,610.65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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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050,753.75 142,778,415.06 43.61 

营业收入 1,237,370,422.50 1,370,822,031.79 -9.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8,618,207.94 210,648,797.13 -0.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5,334,578.31 203,216,630.37 -13.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24 11.13 减少4.8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214 0.5851 -10.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214 0.5851 -1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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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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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博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9.85 239,449,043 239,449,043 无 0 

柯桂华 
境内自然

人 
6.41 25,655,234 25,655,234 无 0 

嘉兴富捷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6.32 25,270,619 25,270,619 无 0 

嘉兴赢日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3.25 12,984,919 12,984,919 无 0 

嘉兴鼎韬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3.25 12,984,919 12,984,919 无 0 

柯炳华 
境内自然

人 
3.21 12,827,633 12,827,633 无 0 

柯磊 
境内自然

人 
3.21 12,827,633 12,827,633 无 0 

杭州玉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1.50 6,000,000 6,000,000 无 0 

上海复星惟实一期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1.42 5,700,000 5,700,000 无 0 

上海汉世纪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上海张江汉世纪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1.16 4,651,200 4,651,20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为柯桂华及柯炳华，柯

磊为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2、柯桂华与柯炳华为兄弟关系，柯桂华、柯炳华与

柯磊为叔侄关系；柯桂华持有科博达控股 40%的股权，

并担任嘉兴富捷的普通合伙人；柯炳华持有科博达控股

25%的股权，并担任嘉兴赢日的普通合伙人；柯磊持有

科博达控股 25%的股权，并担任嘉兴鼎韬的普通合伙人；

正赛联投资为柯桂华及柯炳华姐姐柯丽华之配偶、公司



董事王永才控制的企业，且科博达控股为正赛联投资的

有限合伙人之一；张江汉世纪的普通合伙人为科博达控

股，且华科工业、柯磊为张江汉世纪的有限合伙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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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努力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积极争取新项目定点，加强在研项目节

点管理，确保所有转量产项目按时投产；加快新业务培育，增加新的业务增长点；积极关注汽车

技术智能化、网联化与新能源动力的发展趋势，寻找同行的技术合作、产业并购及整合机会，全

力拓展通用、丰田等全球重要客户市场。 

1、客户定点项目情况 

上半年，共获得大众、通用、福特、日产、康明斯、吉利等客户新定点项目 47 个，预计整个

产品生命周期销量 4000 万只以上，包括照明控制系统、电机控制系统、能源管理系统、车载电子

与电器等产品。 

其中 USB 共获得一汽大众、上汽大众、上汽通用、长安福特、东风日产等客户新定点项目 7

个，预计整个生命周期内订单量 600 万只以上；智能光源共获得德国大众、上汽大众、一汽大众

等客户新定点项目 12 个，预计整个生命周期内订单量 900 万只以上；主动进气格栅 AGS 控制器

共获得长安福特、长城等客户 4 个新定点项目，预计整个生命周期内订单量 250 万只以上。 

截至 2020 年 6 月底，在研项目合计 121 个，预计整个产品生命周期销量 2.3 亿只以上，其中

包括戴姆勒、宝马、大众、福特、雷诺、PSA、康明斯等客户全球平台项目 12 个。 

2、新业务培育 

主动进气格栅 AGS 总成对商用车节能减排效果显著，随着国六排放标准的实施，近期成为商

用车企业关注的重点产品。为把握这一新兴市场机会，科博达与全球主动进气格栅领先企业劳士



领，针对中国商用车市场开展战略合作。集中双方优势资源，组建专门项目团队，有效聚焦目标

市场，利用科博达的市场渠道，推进商用车 AGS 总成产品在中国市场的技术应用。 

3、市场拓展与同行合作 

积极推动全球一流客户的拓展工作，目前正就公司的优势产品与通用、丰田的全球平台项目

进行深入技术交流。同时，与国内科研院所、行业内新技术公司、以及细分领域内具有竞争优势

的同行进行技术合作与产品合作，积极拓展公司主要产品的宽度与深度，不断提高产品的整体竞

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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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 2017 年 7 月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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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收入准则”），新准则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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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收入准

则，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非上市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新收入准则。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并根据前述准则关于衔接的规定，

于 2020 年 1 月 1 日对财务报表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根据新旧准则转换的衔接规定，公司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该准则的实施预计不会导致公

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对公司当期及前期的净利润、总资产和净资产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财务报表格式的调整仅对财务报表列报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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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