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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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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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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0 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09,921,427.98

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4,659,486.96 元。 

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按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465，948.70 元后，2020 年可供

分配利润为 109,455,479.28 元。 

考虑到股东利益及公司长远发展，2020 年公司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年末总股本 511,320,000.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元人民币（含税），预计分配利润 51,132,000 元（含税），尚余未分配利润转

下一次分配；本年度公司不进行送股和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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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贝集团 60195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付雪东 黄捷 

办公地址 湖北省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铁山区

金山大道东6号 

湖北省黄石经济技术开发

区·铁山区金山大道东6号 

电话 0714-5416688 0714-5416688 

电子信箱 jtstock@donper.com jtstock@donper.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 主要业务 

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为研发、生产制冷压缩机、商用制冷器具，同时涉足压缩机电机、各类铸

件的加工制造等领域，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产品主要用于家用冰箱、

冰柜等家用电器，以及超市冷冻陈列柜、商超用制冷岛柜、保鲜柜、车载冰箱等商用领域。 

2. 经营模式 

在压缩机业务方面，采用“直销为主，经销为辅”的销售模式。公司压缩机客户多为国内外知名

的冰箱、冰柜厂商，针对以上战略客户，公司采取直销为主的模式，同时，为了覆盖更广阔的市

场以及节约小客户维护成本，公司少量产品销售采取经销模式，公司的经销模式为买断式；各部

门根据“以销定产、安全库存”的原则制定生产计划和组织生产；实行严格的供应商管理制度，规

范供应商管理，选择合格的供应商，并对其进行持续的监督、评价、改进与考核，以确保其提供

合格的产品与服务。 

在铸造业务方面，产品主要为冰箱、冷柜压缩机铸件和汽配铸件，全部采取直销的销售模式；

制定《采购活动管理制度》《采购计划管理规定》管理采购活动及采购计划，实行“以产定采”的采

购模式。 

在商用制冷设备业务方面，制冷产品在国内市场和海外覆盖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销售自

有品牌产品，包括东贝冰淇淋机、冷饮机、制冰机、雪融机等。对于国内客户，采用“直销+经销”

的销售模式；对国外客户，东贝制冷采用经销为主的销售模式。同时，大力发展线上平台，持续

加强与各大电子商务平台的合作，积极布局线上渠道，加强线上零售；依据《采购控制管理标准》

对采购活动进行管理，实行“以产定采”的采购模式，公司根据车间或相关部门需求在 ERP 系统中

生成采购计划并进行采购。 

在电机业务方面，东艾电机的主要产品为压缩机电机，全部采取直销的销售模式；主要给东贝

集团内部的压缩机业务配套生产压缩机电机，同时逐步拓展国内的其他压缩机客户和洗衣机市场；

依据《采购管理标准》对采购活动进行管理，实行“以产定采”的采购模式。 

3. 行业情况 

根据产业在线数据，2020 年，内销市场方面，我国冰箱冷柜产量同比增长。4 月份我国冰箱冷

柜整机企业即恢复生产，随着海外疫情蔓延，海外消费者家庭囤积食物需求上升，出口量暴增；

同时，随着国内各项支持政策、促销活动的开展，国内市场出现回暖，带动全封活塞压缩机需求

增长。在此背景下，2020 年 4 月，我国全封活塞压缩机内销增幅即恢复增长，6 月份开始全封活



塞压缩机内销增幅均在 30%以上，全年内销增长近 18%，是近几年最高增幅。出口市场方面，随

着海外冰箱冷柜整机生产的逐步恢复，2020 年 7 月份全封活塞压缩机出口逐渐恢复，8 月份开始

全封活塞压缩机出口增幅均超 20%以上，全年全封活塞压缩机出口增幅超 9%，与内销正好相反，

是近几年最低增幅。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6,499,172,209.83 5,988,107,456.05 8.53 5,262,206,367.48 

营业收入 5,211,242,709.81 4,928,711,194.38 5.73 4,535,037,978.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9,921,427.98 97,706,660.95 12.50 81,971,598.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6,251,880.44 62,801,460.81 21.42 46,148,015.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98,424,732.04 876,949,493.34 93.67 744,172,804.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2,862,326.28 401,930,887.30 -81.87 185,526,468.0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64 0.3257 12.50 0.27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64 0.3257 12.50 0.27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80 12.32 减少0.52个百

分点 

11.65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873,058,707.98 1,248,766,591.84 1,479,438,169.55 1,609,979,240.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87,738.76 35,701,925.34 46,856,866.24 31,750,375.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2,140,379.55 39,248,171.10 37,341,319.99 11,802,768.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2,930,197.16 22,337,135.76 146,205,067.76 37,250,319.92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4,57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3,83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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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黄石汇智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0 293,190,042 57.34 293,190,042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江苏洛克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0 8,249,958 1.61 8,249,958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周小海                                                                                                                             0 1,575,522 0.31 0 无   境内自

然人 

孙孟林 0 1,503,000 0.29 0 无   境内自

然人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0 1,054,135 0.21 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顾建国 0 1,001,340 0.20 0 无   境内自

然人 

林祥华 0 955,700 0.19 0 无   境内自

然人 

朱永庆 0 950,760 0.19 0 无   境内自

然人 

邵理萍                                                                                                                             0 851,380 0.17 0 无   境内自

然人 

JIASHAN SHEN 0 825,660 0.16 0 无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江苏洛克电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阮正亚先生在

汇智合伙控股子公司东贝集团公司任董事，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公司

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5,211,242,709.81元，同比增长 5.7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09,921,427.98元，同比增长 12.50%；生产压缩机 3560.27万台，同比上升 2.50%；销售

压缩机 3,694.58万台，同比上升 9.57%。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对 2020年 1月 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各项目的影响汇总

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合并报表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影响金额 2020 年 1 月 1 日 

负债：    

预收款项 55,594,140.85 -55,594,140.85  

合同负债  49,198,354.73 49,198,354.73 

其他流动负债  6,395,786.12 6,395,786.12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母公司报表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影响金额 2020 年 1 月 1 日 

负债：    

预收款项 11,305,885.59 -11,305,885.59  

合同负债   10,005,208.49 10,005,208.49 

其他流动负债  1,300,677.10 1,300,677.10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将全部控股子公司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主要包括黄石东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黄石东

贝制冷有限公司、江苏东贝电机有限责任公司、黄石东贝电机有限公司等。详见《湖北东贝机电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与“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

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