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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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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天健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天健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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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星股份 股票代码 30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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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雪兰 戴斌琴 

办公地址 浙江省宁波杭州湾新区滨海四路 708 号 浙江省宁波杭州湾新区滨海四路 708 号 

传真 0574-63070388 0574-63070388 

电话 0574-63932279 0574-63932279 

电子信箱 ir@ci-xing.com ir@ci-xing.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及产品 

作为行业领先企业，公司主要从事针织机械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一家致力于提高我国针织机械技术水平、推动针织

工艺发展的进步，实现针织业产业升级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主要产品为智能针织机械设备，该设备主要用于毛衫的生产。

公司是国内首批电脑横机研制企业，针对客户对针距的不同需求，拥有行业最齐全的各类针距电脑横机，满足客户对粗细针

加工的要求，同时公司设备的功能均能够覆盖和满足不同目标市场。 

除电脑横机业务外，公司控股子公司东莞市中天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致力于从方案设计、精密加工、组装调试、现场实

施以及售后支持等方面为客户提供优质产品和全方位的服务。该公司主要从事3C行业、锂电行业、光伏行业，为客户提供

标准化和定制化的自动化设备及整体工厂自动化解决方案，目前公司已经成为比亚迪、华为等知名品牌的供应商。公司全资

子公司杭州多义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和杭州优投科技有限公司主要开展新媒体业务，如在线阅读、新媒体营销、电商业务等。 

   （二）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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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从事自主品牌设备的整机的研发与生产，零部件主要依靠外协和外购，小部分控制系统由公司自行研发和生产。

公司采购部对生产所需的零部件和原材料实行集中采购，并统一负责供应商的选择和管理，技术部负责零部件及原材料的技

术参数、图纸研发设计，品质部负责对供应商来料进行验收，并对设备成品进行全流程品质检验。 

2、生产模式 

公司按照客户订单组织生产，建立了“以销定产、适度库存”的生产模式。公司主要产品为高度机电一体化的精密高速设

备，客户零部件定制选择、零部件及原材料品质控制、整套设备装配、专业调试和产品质量检验共同组成了生产过程的核心

环节。 

3、销售模式 

公司产品主要采用“自主销售与销售顾问协助销售相结合”的销售模式。鉴于下游行业产业集群特点，公司在主要销售区

域都设有售后服务网点。公司选择的销售顾问也都是对当地区域市场了解及具有丰富的针织机械销售经验和渠道的人。销售

顾问跟公司不存在劳务关系，只作为中间商通过介绍业务获得佣金，客户与公司直接签署销售合同。公司还通过参加专业机

械展会及举办区域特定推介会，利用当地的售后服务网点及研究院来推广公司产品。 

4、销售对象 

公司是针织设备提供商，主要销售对象为下游针织企业，主要包括生产毛衫、围巾、帽子、飞织鞋等针织类产品的企业。

经过多年的积累，公司已拥有一批较为稳定的客户，累计客户上万家。 

（三）行业情况及公司地位分析 

横机市场前三季度产销量出现了较大降幅，第四季度出现回暖现象。一方面，新冠疫情的冲击使得下游市场订单锐减，

横机市场需求不足，同时全球疫情的爆发导致海外市场部分订单延缓或取消，新订单急剧下降；另一方面，国内传统毛衫与

鞋面横机市场趋于饱和，增量下降。据纺机协会统计，2020年横机行业销量约42,000台，同比下降54%。 

公司是电脑针织横机国家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当下横机行业需要加大新技术的研究储备，开发完善具有特色的机型。

通过多年的行业运营和技术积累，公司对针织机械行业的变化特点、发展趋势和技术演进特点具有深刻理解，在技术研发和

创新、品牌沉淀与积累、营销与售后服务等方面取得了行业先发优势。公司近两年推出的一线成型电脑横机正是最好的案例，

该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公司致力于为全球客户提供更高效、更稳定、更智能的针织设备，同时也为中国纺织行业转型升级

贡献力量。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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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1,233,295,415.13 1,521,033,807.33 -18.92% 1,689,675,750.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7,085,634.82 -874,303,310.11 39.71% 137,837,467.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95,786,830.42 -944,886,339.40 36.95% 33,900,982.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112,544.84 78,126,856.58 -52.50% -27,812,987.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7 -1.09 38.53% 0.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7 -1.09 38.53% 0.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46% -24.14% 23.53% 3.41%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3,562,763,897.10 3,961,651,109.22 -10.07% 5,489,640,492.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559,489,117.98 3,188,950,932.16 -19.74% 4,047,371,606.9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48,843,231.85 431,587,164.07 331,473,320.63 221,391,698.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014,837.51 11,392,592.80 -9,722,423.11 -499,740,96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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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616,619.67 3,038,856.90 -21,532,144.74 -548,676,922.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156,495.86 -15,655,036.45 -59,279,816.34 88,890,901.7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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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5,908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3,730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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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裕人企业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20.81% 162,404,996  质押 90,000,000 

宁波裕人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39% 135,754,541  质押 123,000,000 

徐松达 境内自然人 5.14% 40,100,000    

刘少林 境内自然人 5.01% 39,100,000    

杭州秉怀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秉怀善世德

博 1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2.83% 22,123,333    

宁波创福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83% 22,100,006    

宁波福裕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8% 16,999,972    

孙平范 境内自然人 1.50% 11,700,056 8,775,042   

中国国际金融

(香港）有限公

司－中金稳定

收益专户 

境外法人 0.85% 6,629,070    

肖汉桥 境内自然人 0.84% 6,577,56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控股股东裕人企业有限公司（股东之一为孙平范）、宁波裕人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孙平范为公

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宁波创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人之一为孙平范近亲属）、

宁波福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部分合伙人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除上述情况外，公

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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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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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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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告期内总体经营情况 

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23,329.54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8.92%；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为-52,708.56万元。 

2020年度，为应对新冠疫情，满足公众对防疫物资的需求，公司及相关控股子公司开展了口罩机业务并建立了口罩生产

车间，后期因口罩成品销售不佳、口罩价格大幅下降等原因，公司改变经营计划终止口罩业务并对该业务进行了相应计提；

此外，因产品更新及业务调整，公司部分原材料、库存商品、固定资产出现减值迹象。鉴于上述原因，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

备11,746.43万元,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6,767.19万元。公司两家移动互联网公司由于行业环境变化等因素经营业务发生调

整，业务营收及利润发生大幅下滑，从而产生大额商誉计提减值，两家公司计提减值准备金额为22,055.29万元，综上为报告

期内公司业绩发生变动的主要原因。 

（二）公司主营情况分析 

据纺机协会统计，2020年横机行业销量约42,000台，同比下降54%，公司销售电脑横机10,000余台，同比下降36.62%。

受新冠疫情的冲击下游市场订单锐减，海外市场部分订单更是延缓或取消。此外鞋面机市场由于前期的爆发式增长导致下游

市场趋于饱和订单明显下降；传统单系统电脑横机受下游市场需求影响产销量大幅下降；同质化竞争日益严重，导致横机市

场整体增速持续放缓。在市场低迷的情况下，公司加大对公司的品牌推广，特别是一线成型电脑横机的市场拓展，通过展销

会及针对性的区域推介会及调整销售政策对产品进行大力推广。结合纺织协会的统计数据进行对比，公司主营产品电脑横机

2020年的市场占有率较去年增加了7%的市场份额，在市场较为严峻的情况下公司在横机行业内还是取得了较好的表现。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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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针织横机 572,444,790.53 150,104,277.45 26.22% -26.01% -37.30% -15.25% 

自动化设备与项

目集成业务 
190,425,745.06 33,093,141.06 17.38% -22.60% -51.75% -37.64% 

互联网业务 222,995,223.60 22,922,394.89 10.28% -9.56% -63.08% -59.18%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1.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根据相关新旧

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

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2020年1月1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  目 资产负债表 

2019年12月31日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响 2020年1月1日 

应收账款 604,466,228.11 -15,391,855.43 589,074,372.68 

合同资产  15,391,855.43 15,391,855.43 

预收款项 72,722,645.40 -70,854,980.49 1,867,664.91 

合同负债   62,703,522.56 62,703,522.56 

其他流动负债 20,282,401.13 8,151,457.93 28,433,859.06 

2.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9年度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

用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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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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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6、面临退市情况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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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