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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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应对措施， 敬请查阅
“
第四节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之“
风险因素”。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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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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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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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根据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
未经审计），截至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母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
润为人民币１４８，９６０，８８４．５１元（
未经审计），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７５，６３０，０３６
股为基数分配利润，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每１０股派发现金红利４元（
含税），不进行公积
金转增股本， 不送红股。 该分配预案已经公司２０２０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金红利已于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５日划入股东资金账户。
公司２０２０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７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１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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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
一） 主要业务、主要产品或服务情况
１、公司主营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各类智能制造装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现阶段主要为国内外中高端汽车生产企
业及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提供智能自动化生产线，报告期内主要汽车整车类客户包括华晨宝马、上汽
大众系、德国大众系等，汽车零部件类客户包括宁德时代新能源、孚能科技、上汽集团系、一汽集团系、
采埃孚系等。
公司业务覆盖了新能源汽车及燃油汽车智能制造领域：
（
１）新能源汽车领域
公司是国内较早进入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装备领域的企业，在动力电池模组／电池包（
ＰＡＣＫ）、电
动汽车动力总成（
ＥＤＳ）、动力电池测试和检测系统等新能源汽车关键部件制造及测试领域具有丰富的
经验，是大众汽车（
包括上汽大众、一汽大众）、华晨宝马的动力电池包（
ＰＡＣＫ）生产线主要供应商，是宁
德时代新能源、 孚能科技的动力电池模组生产线供应商， 是目前少数直接为欧洲当地主要汽车品牌
（
大众斯柯达（
捷克））提供动力电池包（
ＰＡＣＫ）生产线的中国企业。
同时，公司高度关注新能源汽车技术发展前沿，已成功开发并销售了燃料电池电堆／系统生产线。
（
２）燃油汽车领域
公司是国内变速器、底盘系统智能制造装备领先供应商，客户涵盖上汽集团系、采埃孚系等知名
汽车及零部件生产企业，公司产品生产的变速器及底盘系统，广泛应用于大众、奔驰、宝马等知名品牌
的主流车型。
２、公司的主要产品、服务及其用途
公司产品为智能制造领域的智能自动化装备和工业制造数据系统，其中，智能自动化装备属于智
能制造关键技术装备（
硬件基础），工业制造数据系统属于智能制造基础软件（
软件基础）。 智能自动化
装备按照适用领域，又分为新能源汽车智能自动化装备、燃油汽车智能自动化装备。 公司产品结构图
如下：

（
１）智能自动化装备
①新能源汽车智能自动化装备
ａ、动力电池模组／电池包（
ＰＡＣＫ）生产线
电动汽车动力电池模组及电池包（
ＰＡＣＫ）生产线，应用了机器人技术、激光技术、视觉识别和智能
补偿技术、自动拧紧技术、密封测试技术等高新技术手段，大幅提升了电池模组／电池包（
ＰＡＣＫ）生产效
率与产品品质。
公司是率先切入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领域的智能制造装备企业， 公司生产的模组生产线生产节
拍最高可达２０．５８秒／个，自动化率最高达９５％，电池包（
ＰＡＣＫ）生产线生产节拍可达５１秒／件，自动化率最
高达８９％。
ｂ、电动车动力总成（
ＥＤＳ）生产线
电动车动力总成由电机、变速器、电控系统组成。 公司产品包括电动汽车电机装配线、变速器装配
线、电控系统装配线及动力总成（
ＥＤＳ）总装线。
产品主要应用了机器人技术、拧紧技术、拧紧自动送钉技术、伺服压装技术、自动去重动平衡技
术、视觉检测技术、密封检测技术、激光测量技术、间隙检测自动选垫技术、变速器性能测试技术等高
新技术手段。
ｃ、测试和检测系统
测试和检测系统主要应用于动力电池、电动力总成（
ＥＤＳ）生产的测试环节，是保证产品质量可靠
性的关键设备。
该产品主要应用了通讯控制，人机交互，数据处理，图形图像，网络编程、数据库等软件技术；采
样、实时数据分析和控制、传感器及测量仪器、ＰＬＣ及工控机控制等测控技术；双向 ＡＣ／ＤＣ转换、双向
ＤＣ／ＤＣ 转换等功率转换技术；电气接口、机械接口、传感器等对接技术；机械制造集成技术；测试工艺
技术等高新技术手段。
ｄ、燃料电池电堆／系统生产线
燃料电池电堆／系统生产线，应用了机器人技术、视觉识别和智能补偿技术、自动拧紧技术、密封测
试技术、ＡＧＶ技术等高新技术手段，大幅提升了燃料电池电堆／系统生产效率与产品品质。
ｅ、新能源汽车底盘系统生产线
公司生产的新能源汽车底盘系统生产线主要用于新能源汽车底盘系统等汽车部件的自动装配。
②燃油汽车智能自动化装备
公司生产的燃油汽车智能自动化装备主要用于燃油汽车底盘系统、 变速器等汽车部件的自动装
配，同时公司还提供装配线中单机装配设备的供应，如汽车底盘多连杆后桥自动调整台等。
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已在燃油汽车智能自动化装备领域累积了丰富的项目经验。 如汽车后桥前束
外倾自动调整台是底盘生产线中技术要求最高的技术环节，国内大部分均需依赖国外进口，公司生产
的该产品生产节拍达小于７２秒／台套，调整精度不低于０．０２分，拧紧扭矩差不大于３％，填补国内空白。
（
２）工业制造数据系统
工业制造数据系统应用的核心技术为工业制造大数据分析技术， 该技术集成了工业大数据的采
集技术、数据储存和管理技术、多模态数据的集成技术、时序模式分析技术、工业知识图谱技术、多源
数据融合分析、可视化技术等多种技术。
通过设备提供的通讯协议以及传感设备、ＲＦＩＤ设备来采集工业现场各作业流程及作业环境的数
拧紧、压装、测试、测量等）、设备维护（
故障、维修、保养）以及现场对温度、湿度等，这些
据，如产品数据（
数据经工业总线、光纤或无线网络传送到数据采集服务器（
ＳＣＡＤＡ），并在数据库服务器中进行存储，
采集数据经过发布服务器后可在中控室进行对工业现场实时监控。 调度、管理人员可以通过浏览器远
程登录到发布服务器，对权限范围内的工业现场进行实时监控或获取作业数据。
将原有多个独立的设备控制系统数据有序整合于同一系统，ＢＳ架构，随时随地通过ＷＥＢ方式可以
对所有关键数据一目了然。 数据的实时存储对关键设备关键参数信息可以做到毫秒级存储、 高可靠
性、高压缩，提供给实时的数据显示和历史趋势分析。 支持ＯＰＣ，ＯＤＢＣ，ＲＳ２３２，ＤＤＥ等多种接口的通讯，
可连接ＰＬＣ及各种现场设备和其他软件系统。 通过对采集的数据统计分析，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并通过
现场警示灯、Ｅ－ｍａｉｌ、手机短消息等方式通知相关人员。
工业制造数据系统一般包括数据采集端口、数据采集处理层、数据中心（
数据仓库）、分析和计算
层、智能处理层五层架构，其中，分析和计算层、智能处理层是工业数据智能应用核心。 客户可根据自
身对生产智能化程度的要求，在数据采集端口层上，选择数据采集处理层、数据中心、分析和计算层、
智能处理层的相应功能模块，组成定制化的数据系统，具有良好的兼容性和易扩展性。

注：白色方框代表公司工业制造数据系统（
ＤＯＤＯＥＳ ＳＹＳＴＥＭ）可提供产品模块

工业制造数据系统拓扑结构图
工业制造数据系统可大幅提升智能自动化装备的智能化水平， 相较自动化装备中自带的信息控
制系统，工业制造数据系统可根据客户定制化需求，实现智能预警、工艺参数分析、智能诊断等智能处
理功能。 同时，公司生产的工业制造数据系统具备良好的兼容性和易扩展性，可根据客户已有的自动
化生产系统进行改造升级，降低客户成本。
工业制造数据系统组成模块可细分如下：
①数据采集端口
ａ、Ｄａｔ＠无线数据采集终端
Ｄａｔ＠无线数据采集终端利用无线传输技术，通过多种高兼容性接口，采集生产流水线各工位的生
产数据，例如螺栓拧紧机的扭矩，转角，屈服点，转速，曲线；压装机的力和位移曲线；工位的工时，能耗
和报警信息等。 该采集终端具有良好的兼容性，覆盖了包括：ＯＰＣ接口、ＰＬＣ接口、ＲＦＩＤ接口、扫描器接
口、电枪及拧紧机接口、泄漏测试仪、测量机、打号机等主流自动化生产端口，能与客户各类自动化生
产设备无缝对接。
ｂ、Ｄａｔ＠ ＩＤＬＳ室内定位系统
Ｄａｔ＠ ＩＤＬＳ室内定位系统用于生产流转过程中对人员、组件进行精准定位，能大幅提升精益化生
产效率。 公司产品基于ＵＷＢ（
Ｕｌｔｒａ Ｗｉｄｅｂａｎｄ超宽带无线电）技术，通过定位天线和定位标签，利用非正
弦波窄脉冲进行高速数据传输，超窄脉冲进行近距离精确室内定位，在２０Ｘ２０Ｘ２０米的空间（
工业环境）
内，可实现定位精度小于等于０．１米。
②数据采集和处理层模块
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ａ、ＳＣＡＤＡ系统（
ＳＣＡＤＡ系统是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生产过程控制与调度自动化系统， 该系统可以对现场的运行设
备进行监视和控制，是生产自动化系统的实时数据源，为ＭＥＳ系统提供大量的实时数据。
制造执行系统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ＭＥＳ系统（
ＭＥＳ系统在工厂信息系统中起着中间层作用， 在ＥＲＰ系统产生的生产计划指导下，ＭＥＳ系统根据
数据采集端口（
或ＳＣＡＤＡ系统）采集的与生产有关的实时数据，对短期生产作业的计划、调度、资源配
置和生产过程进行管理或优化。
③分析和计算层，智能处理层模块
ａ、智能预警系统
传统设备维护主要依据设备的使用说明和维护规程，定期进行。 智能预警系统基于数据的多种统
计分析、数据挖掘及机器学习技术，通过对机器设备使用情况、使用时间、使用频率、保养状况、工作环
境等参数进行实时分析，在设备故障、质量事故之前进行预警并提出建议措施，为生产设备提供预测
性维护，优化设备的运维计划和提高设备的运行效率，延长设备使用寿命。
ｂ、工艺参数分析系统
工艺参数分析系统是公司开发的专家系统，采用针对性运算模块，根据工艺参数，借助谷歌开发
的开源ＴｅｎｓｏｒＦｌｏｗ机器学习系统及深度学习系统找出具备工艺改进价值的规律。 该系统还具备学习
（
进化）能力，通过数据处理的经验积累，不断提升对工艺环境变化的响应速度和准确度。
ｃ、智能诊断系统
智能诊断系统通过产品维修视频、图像、手册、文字以及维修记录等信息的数据检索和挖掘，在传
统的统计分析基础上，引入数据的相关性分析，利用分析多种不同因素对质量的交互影响，更准确地
识别影响质量的关键因素，实现对故障问题标签化、故障现象自诊、建立对应查找数据库，提升故障预
防概率。
（
二） 主要经营模式
１、智能自动化装备
（
１）采购模式
公司的原材料采购主要采取“
以产定购”的采购方式，一般不进行生产备货，而是根据客户订单安
排原材料采购。 公司原材料主要包括外购标准件及外购定制件两类，由采购部负责所需物资的采购、
验证、合格供应商的筛选评定等工作。 标准件包含单机设备、通用机械件和通用电子件，对于标准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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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多由客户在技术协议中指定品牌，公司与该品牌的生产厂家或代理商就采购需求进行价格询问、
比较及谈判后签订采购合同；对于定制件的采购，公司会按定制件类别对供应商的设备加工能力进行
考察，并就公司核定的定制件价格与供应商磋商，在此基础上小批量加工，对供应商的加工精度、交货
期限、价格等持续考察以动态调整后续加工量。
公司建立了系统的采购管理体系，制定了包括《
采购成本管理制度》、《
采购供应商管理规定》、《
采
购合同管理制度》及《
采购结算付款管理制度》等配套采购管理制度。 采购部通过比质、比价的方式来
选择供应商，将通过公司供应商认证的供应商纳入合格供应商名录，并每年予以考核和评估，进行动
态管理。
（
２）生产模式
公司实行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一般在中标并完成产品技术设计后，组织生产。 公司生产加工主
要包括自制加工、外购定制加工及系统集成三部分。
①自制加工
公司自行开发和生产部分核心零部件及需要技术保密的关键部件，如机器人抓手等工装夹具、工
件定位系统、机器人应用的数模加工产品部件等，并对外部定制零部件进行装配、检测、性能调试。 加
工环节通过公司的制造工程部实现，并最终应用到系统产品上。
②外购定制加工
公司部分需要机械加工的非核心组件通过外部定制加工完成。 该部分外购定制件由公司提供设
计图纸及工艺要求，少部分由公司提供原材料，向经过公司供应商评审，具备加工能力和资质的合格
供应商定制。
③系统集成
系统集成是公司生产加工环节最重要的一环，是技术设计及产品的最终表现形式。 为及时完成订
单任务并合理规划公司生产计划，系统集成环节与加工及部件采购环节交叉进行，一般情况下，一套
生产线的机架、操作平台面板等框架性组件最先生产完毕，其后随着外购部件及机加工零件和组件的
陆续到位后，合理规划组装集成步骤，有序完成成套设备中各工作模块的集成任务。
公司的系统集成主要分为两个层次，厂内整线验收阶段的整线装配调试集成、安装完工确认阶段
的整线装配调试集成，其中厂内整线验收阶段的装配集成在公司处进行，安装完工确认阶段的整线装
配调试集成在客户处进行。
Ａ．厂内整线验收阶段的整线装配调试集成
厂内整线验收阶段的整线装配集成是在单机调试成功的基础上，全线联线调试，整线调试在各功
能部分、各分装线调试成功，客户提供试验样（
料）件的基础上，以全线生产完成产品若干台为标志。 装
配集成完成后，客户向公司出具验收报告，明确需要整改的问题，公司就相关问题进行整改。
Ｂ．安装完工确认阶段的整线装配调试集成
公司将厂内整线验收阶段整线装配调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整改完成后，通知客户，在经客户同意
后，将产品运送至客户指定地点，按照设计方案，再次进行整线装配，成功完成调试后，签署设备安装
完工确认单，确认产品主要部件均已全部提供，整线已现场安装完成，产品由客户实际控制。
（
３）销售模式
公司主要通过投标程序获得新订单（
客户公开招标或邀标）。
公司销售采用直销模式，由公司直接与客户签订销售合同。 公司产品均是按照客户的特定要求进
行量身定做的非标设备，销售核心是凭借品牌知名度与技术实力提供系统集成的整体解决方案，打造
市场口碑，以赢得更多优质客户。
根据行业惯例，下游客户主要根据合同约定，以签订合同、厂内整线验收、量产验收和质保期完成
几个时间节点分期付款，签订合同时一般支付３０％左右的预付款，厂内整线验收完成支付２０％－５０％货
款，量产验收完成支付１０％－３０％货款，质保期结束再支付１０％－２０％左右质保金。
２、工业制造数据系统
（
１）采购模式
工业制造数据系统产品硬件主要为条码枪、ＲＦＩＤ、网络系统硬件、显示器、电子元器件等标准化产
品，采购量较少。 公司一般会对部分电子元器件进行小批量生产备货，根据客户合同安排原材料采购。
（
２）开发模式
工业制造数据系统一般包括数据采集端口、数据采集处理层、数据中心（
数据仓库）、分析和计算
层、智能处理层五层架构，其中，数据采集端口及数据中心涉及条码枪，ＲＦＩＤ，网络系统硬件，服务器等
硬件材料，其余架构主要为各类软件模块。
公司各软件模块均为自主开发，软件开发包括框架设立、写代码、分组调试、软件优化、软件测试
和软件封装环节。
（
３）销售模式
公司主要通过客户询价及投标程序（
客户公开招标或邀标）获得新订单。
公司销售采用直销模式，由公司直接与客户签订销售合同。 公司产品均是按照客户的特定要求进
行量身定做的非标系统，销售核心是凭借品牌知名度与技术实力提供系统集成的整体解决方案，打造
市场口碑，以赢得更多优质客户。
客户付款方式通常为产品发货到现场后支付８０％－８５％合同金额、验收合格后支付剩余款项，部分
合同以签订合同、现场安装调试完成、量产验收和质保期完成几个时间节点分期付款。
（
三） 所处行业情况
１． 行业的发展阶段、基本特点、主要技术门槛
１）行业的发展阶段
（
１）智能制造装备行业整体发展状况
当今，世界各国致力于以技术创新引领产业升级，更加注重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可持续性发展
模式。 在此背景下，智能化、绿色化已成为制造业必然发展趋势，智能制造装备的发展成为各国竞争的
焦点。 近年来，我国智能制造装备行业增长迅猛，初步形成规模。 根据国家《
“
十二五”智能制造装备产
业发展规划》，２０１０年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和仪器仪表、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及其系统等部分智能制
造装备产业领域销售收入超过３，０００亿元。自２０１３年起我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机器人应用市场，２０１４
年销量达到５．７万台，同比增长５６％，占全球销量的１／４，机器人密度由５年前的１１增加到３６。 现阶段，作为
一个正在培育和成长的新兴产业，我国智能制造装备产业仍存在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技术创新能
力薄弱，新型传感、先进控制等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业规模小，产业组织结构小、散、弱，缺乏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骨干企业；产业基础薄弱，高档和特种传感器、智能仪器仪表、自动控制系统、高档数控系
统、机器人市场份额不到５％。
国民经济重点产业的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壮大和能源资源环境的约束，对智能制造
装备产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 未来５－１０年，我国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将迎来
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
２）智能自动化装备市场发展状况
智能自动化装备是智能制造装备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部分智能自动化装备均具有非标属性，
根据客户的需求，按照客户加工制造工艺和流程的要求进行针对性研发设计，以满足某一个或某一类
产品的快速高效自动化生产。 近年来，我国制造业进入产业升级，智能化、自动化改造的关键时期，智
能自动化装备行业也将顺势迎来行业发展黄金期。 目前，在我国，智能自动化装备主要应用在汽车、工
程机械、物流仓储、电子等行业，产业需求市场主要集中在汽车、机械、电子产业密集的江浙、广东、上
海等区域。 随着未来自动化、智能化普及率的提高，智能自动化装备将逐步渗入工业制造领域的更多
环节，如食品饮料、日常消费品、医药等，应用领域与应用程度将会明显提升。
（
３）工业制造数据系统市场发展状况
为了改进运营，制造商一直在有意地采集并存储数据。 随着智能制造概念的不断深入，生产精细
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制造业对数据分析的需求越来越大，数据的多样性、复杂性持续增强，如何有效分
析利用生产过程中实时采集到的海量流程变量、测量结果等数据，以优化提升生产效率及稳定性成为
各类制造业的核心需求。 在此背景下，工业制造数据系统作为关键智能测控装置，其以物联网为基础
倡导的一网到底核心技术，实现了设备状态监控、数据采集、远程诊断工作的一体化，成为了智能工厂
的基本支撑手段，在未来产业升级进程中，将迎来快速发展机遇。
２）行业技术特点
（
１）非标定制化
与普通标准设备不同，智能自动化装备及工业制造数据系统的研制多为非标准化作业行为，主要
根据下游客户生产工艺需要，将各类仪器仪表、传感器、控制器、工业机器人本体与周边配套设备以合
理、高效的方式进行组装、连接，是支承单元、摩擦润滑、高性能电机、高速高精轴承、数字化设计等各
工艺模块高度统一的系统性安排。
从销售人员拿到订单到研发人员根据订单要求进行方案设计， 再到安装调试人员到客户现场进
行安装调试，不同客户、不同项目都会有其特殊性，若干工艺细节的改变可能需要对整条智能自动化
装备线和工业制造数据系统进行重新设计，同时对集成过程中涉及的零配件选择、工艺模式均需做出
相应调整。 如何在集成工艺复杂变换中保证设备的稳定运转和工作效率是下游客户选择装备供应商
的重要考量。
（
２）柔性化
柔性化制造技术的“
柔性”是相对于传统生产方式的“
刚性”而言的。 由于工业化带来需求的规模
化，传统生产线主要实现的是单品种、持续性的大批量生产，生产效率高，次品率低，适合标准化产品
市场。 但随着下游汽车、机械、电子、仓储物流等行业由传统的单品种、大批量生产方式向多品种、中小
批量及“
变种变量”的生产方式过渡，以生产者为主导的生产方式逐步向以消费者为主导的生产方式
转变，传统的制造方式难以满足现代市场要求的灵活适应性，柔性制造技术变得越来越重要。
智能自动化装备和工业制造数据系统作为现代工业柔性技术的载体， 是实现柔性制造的基础与
核心。 对于行业内企业来说，“
智能装备中的柔性化技术”的掌握和理解程度将直接影响其可持续竞争
能力，具体来说：企业通过创造柔性优势，一方面，可以满足客户的小批量、多品种的订单需求；另一方
面，便于采取“
ＤＥＳＩＧＮ ＩＮ”的销售方式，在客户进行产品设计的时候便介入其中，主动为客户提升产品
个性化价值，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客户粘性。
（
３）智能化
智能化是工业４．０阶段自动化装备的主要发展特点，智能包括环境感知、逻辑推理、策略规划、行动
和学习（
进化）５种能力。 智能制造过程强调通过智能自动化装备及通信技术实现生产自动化，通过工
业制造数据系统等智能控制系统，实现数据采集（
传感器、ＲＦＩＤ、机器视觉等），通信互联（
工业以太网
等），分析决策（
工业数据软件、人工智能算法、智能信息反馈），从而提供最优化的生产方案、协同制
造。 在上述过程中，数据挖掘、人工智能算法、自适应决策等核心智能技术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智能
化成为行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３）主要技术门槛
智能自动化装备及工业制造数据系统行业技术壁垒较高，主要表现在：①跨学科综合应用。 产品
制造过程涉及计算机软件、电气工程、机械电子工程、机械设计、工业设计等多个领域的专业知识，研
发基础要求较高；②不同应用领域产品技术存在差异。 由于产品具有非标定制化的特点，不同客户在
产品的模块设计、技术要求方面均存在一定区别，需要企业具有一定的项目经验技术积累。 实际中，在
产品竞标阶段， 企业需要根据前期与客户的技术沟通及经验判断， 制作投标文件并初步确定技术方
案，据此提前估算项目成本，新进入者由于项目经验不足，可能导致投标成本估算与后期实际成本产
生较大差异，对项目最终效益产生较大影响；③技术更新周期较短，缺乏自主研发实力的新进入者难
以适应市场竞争环境。
２．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以公司为代表的系统集成商，依托工业机器人巨大的市场需求，可以充分发挥连接上游零部件企
业、机器人本体企业和下游制造企业的桥梁作用，整合研发、设计、制造、供应和销售市场等资源，保持
良好的发展格局。
从行业整体竞争格局来看，外资企业占据着我国高端智能制造装备市场的主要市场份额。 与国内
企业相比，外资企业在技术、品牌和资金实力方面具有比较明显的设计与技术优势，基本垄断了行业
的高端市场。
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 我国本土企业中也逐步形成了一批包括公司在内的具备较强研发设计能
力，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企业，在针对国内客户与合资客户的智能制造装备市场中能够与国外企业展开
竞争。 国内企业在本土化服务优势、反应速度和性价比等方面具有差异化竞争优势，针对客户的个性
化需求设计出性价比较高的产品，同时能够为客户提供长期周到、快速响应的售后服务，在针对国内
客户与合资客户的市场竞争中，相较国外企业具备一定的优势。
目前公司客户为汽车行业主要汽车生产商及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应用于大众、宝马、奔驰等汽车
市场中高端主流品牌，是新能源汽车及燃油汽车领域智能制造装备的中高端产品供应商。 报告期内主
要汽车整车类客户包括华晨宝马、上汽大众系、德国大众系等，汽车零部件类客户包括宁德时代新能
源、孚能科技、上汽集团系、一汽集团系、采埃孚系等。
经过多年积累，公司形成了以各类测试技术、ＡＧＶ技术、数据技术和智能制造技术为核心的核心技
术体系。 围绕该技术体系，形成了相关专利、软件著作权及非专利技术。 相关技术能满足下游中高端客
户的严苛的技术要求。
３． 报告期内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
２０２０年，各国对碳排放提出新的要求，习总书记提出中国要在２０６０年前努力实现碳中和。 在此背
景下，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行业迎来了迅猛发展的契机，也为其上游新能源汽车智能自动化装备行
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根据《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２０２５－２０３１）》，力争经过十五年持续努力，新能源汽车关键核心技
术取得重大突破、融合发展协调高效、产业生态健全完善，纯电动乘用车成为主流，燃料电池商用车实
现规模化应用，高度自动驾驶智能网联汽车趋于普及，我国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 到２０２５年，新能源
汽车市场竞争力明显提高，销量占当年汽车总销量的２５％。
新能源汽车融合新能源、新材料、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多种变革性技术，推动汽车从单纯
交通工具向移动智能终端、储能单元和数字空间转变。 这种转变，对新能源汽车生产装备提出更高的
技术要求。
具体来说，中高端品牌整车厂新能源汽车平台的更新换代、动力电池厂产能大规模的扩充，对智
能自动化装备行业提供的生产线在自动化、柔性化、智能化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动力电池厂ＣＴＰ、ＣＴＣ
等各项新技术的运用对汽车智能自动化装备行业技术研发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起到积极的推动作
用。 新能源汽车的上述发展，将为以公司为代表的国内掌握核心技术，具备丰富中高端项目经验的智
能自动化装备供应商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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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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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２，３５２，３５３．２０

３６４，９４３，９２６．０９

３７．６５

３２５，２５７，７３３．２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６０，７３５，３２０．０８

７１，９２６，５８９．６０

－１５．５６

２８，１１６，６４８．５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４７，９１３，１５１．２６

６１，４２１，２５４．３６

－２１．９９

２０，７５６，４０９．５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１，０８０，０９９，７４９．８１

４０２，７７７，６０４．６１

１６８．１６

３１１，０９６，５０４．８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４３，２１７，５２９．４７

７７，９４７，７６９．１１

－４４．５６

－７３，６３７，３６２．４２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９６

１．２８

－２５

０．５０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９６

１．２８

－２５

０．５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９．３８

２０．１６

减少１０．７８个百分点

９．４７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
比例（
％）

１０．６５

１２．８８

减少２．２３个百分点

１０．４１

３．２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
１－３月份）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
４－６月份）

６２，７７６，９２７．４８

１５２，７２４，９３４．８６

第三季度
（
７－９月份）
８６，１５７，４９５．２４

币种：人民币

第四季度
（
１０－１２月份）
２００，６９２，９９５．６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 利
润

１，１４４，９０２．２７

２９，８８８，９１３．０４

３６，２４５．７８

２９，６６５，２５８．９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 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８８６，９６９．２３

２５，２９８，７６０．９１

－７６，２７６．２４

２１，８０３，６９７．３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 净
额

－２１，８１１，７０４．４５

４８，６９６，３６２．３０

－２０，２１９，６９２．８１

３６，５５２，５６４．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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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户）

４，１９８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
户）

４，０１５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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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０

股东名称
（
全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包含转融通借
持有有限售条
出股份的限售
件股份数量
股 份 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股东
性质

潘延庆

０

１９，３７４，１１７

３４．１６

１９，３７４，１１７

１９，３７４，１１７

无

０

境内自
然人

王颖琳

０

１９，３７４，１１７

３４．１６

１９，３７４，１１７

１９，３７４，１１７

无

０

境内自
然人

深圳君 盛 峰 石 股 权 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０

５，４７１，５９５

９．６５

５，４７１，５９５

５，４７１，５９５

无

境内非
０ 国有法
人

扬州尚 颀 并 购 成 长 产
业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０

２，５３３，３３３

４．４７

２，５３３，３３３

２，５３３，３３３

无

境内非
０ 国有法
人

上海晶 流 投 资 咨 询 有
限公司

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３．５３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

无

境内非
０ 国有法
人

张安军

０

１，９３８，０００

３．４２

１，９３８，０００

１，９３８，０００

无

０

上海晶 徽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０

１，８５０，０００

３．２６

１，８５０，０００

１，８５０，０００

无

境内非
０ 国有法
人

上海精 绘 投 资 咨 询 有
限公司

０

１，８５０，０００

３．２６

１，８５０，０００

１，８５０，０００

无

境内非
０ 国有法
人

苏州昆 仲 元 昕 股 权 投
资合 伙 企 业 （
有限合
伙）

０

１，２２４，３６５

２．１６

１，２２４，３６５

１，２２４，３６５

无

境内非
０ 国有法
人

东兴证 券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０

６４６，０００

０．８５

６４６，０００

９４５，５００

无

０

境内自
然人

国有法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
１）潘延庆、王颖琳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０
日，潘延庆和王颖琳签署了《
关于上海先惠机械有限公司一致行
动协议书》。 鉴于公司进行股份公司改制，为进一步确保潘延庆和
王颖琳的一致行动以及对发行人共同控制的稳定性，２０１６年１月
一致行动协议》，并
３０日，甲方潘延庆和乙方王颖琳签署了新的《
于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８日签署了《
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对双方的
一致行动关系约定。 潘延庆、王颖琳分别持有晶流投资５０％的股
权，潘延庆为晶徽投资的普通合伙人和执行事务合伙人，是晶徽
投资的实际控制人。 （
２）张安军持有晶徽投资９．２４％的股权，持有
精绘投资９．２４％的股权。 （
３）昆仲元昕与昆仲元熠受同一控制，基
深圳）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除上述之外，
金管理人均为昆仲（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人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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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的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３５）。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
尚未完成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工作。
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６、 使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
截至２０２０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不存在将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
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
况。
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２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长沙高端智能制造装备研发及制造项目的议案》， 同意使用超募资
金１７，３９０．５７万元（
含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的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和理财产品投资收益）用
于投资新建长沙高端智能制造装备研发及制造项目， 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补足。 该事项已经
２０２１年２月８日召开的２０２１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７、 结余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情况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不存在结余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情况。
四、 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 公司已按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２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
《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１号一一规范运作》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
情况。 公司对募集资金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
大问题。
六、 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认为，先惠技术管理层编制的募集资金专项报告符合《
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２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证监会公告［
上海证
２０１２］ ４４号）及《
上证发［
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１号一规范运作》（
２０２０］ ６７号）的规定，在
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先惠技术２０２０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
七、 保荐机构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先惠技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在２０２０年度的存放与使用符合《
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２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修订）》、《
２０１３年修订）》等相关法规
和公司相关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于专项账户进行集中管理，并与本保荐机构
和相关银行签署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及《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２０２０年
度，公司不存在违规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先惠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７日
附表１：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１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上海先惠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３４，０３４，
募集资金总额
６４２，５９７，７８７．００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７７５．０２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３４，０３４，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７７５．０２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是否
已变 募集资
承诺投资 更项 金承诺
项目
目（
含 投资总
部分
额
变更）

调整
后投
资总
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
２）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与承
诺投入
金额的
差额（
３）
＝（
２）－
（
１）

３３９，
３４，０３４， ３４，０３４，
４００，
７７５．０２ ７７５．０２
０００．００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
１）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
期末
投入
进度
（
％）
（
４）＝
（
２）／
（
１）

项目
达到
预定
可使
用状
态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
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３０５，
３６５，
２２４．９８

２０２１
１０．０ 年１０
３ 月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高端智能
制造装备
研发及制
造项目

否

３３９，
４００，
０００．００

－

补充流动
资金项目

否

６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

６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

－

－６０，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超募资金

否

２４３，
１９７，
７８７．００

－

２４３，
１９７，
７８７．００

－

－

－２４３，
１９７，
７８７．００

０．００

－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合计

－

６４２，
５９７，
７８７．００

－

６４２，
５９７，
７８７．００

３４，０３４， ３４，０３４，
７７５．０２ ７７５．０２

－６０８，
５６３，
０１１．９８

５．３０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未发生重大变化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见本报告三、２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见本报告三、３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投资相
见本报告三、４
关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
见本报告三、５
贷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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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
包括收购
见本报告三、６
资产等）的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证券代码：６８８１５５

证券简称：先惠技术

见本报告三、７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１4

上海先惠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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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章节四中的“
一、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的相关表述。
２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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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４ 号一收入》（
财会【
以下简称“
新
２０１７年７月５日，财政部发布了《
２０１７】２２ 号）（
收入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新收入准则规定，首次执行
该准则应当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对可比期间信息
不予调整。
本公司自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执行新收入准则对 ２０２０ 年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期初
数的影响具体见本附注 ４４．（
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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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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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详见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序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类型
１

先惠自动化技术（
武汉）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２

上海递缇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３

ＳＫ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ＧｍｂＨ

全资子公司

４

先惠智能装备（
长沙）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５

Ｓｋ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Ｉｎｃ．

全资子公司

证券代码：６８８１５５

证券简称：先惠技术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１２

上海先惠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２０２０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６日出具的《
关于同意上海先惠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
证监许可〔
以
２０２０〕１３６３号）同意，上海先惠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下简称“
先惠技术”或“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８月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股）股票１，８９１．００万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１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３８．７７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７３３，１４０，７００．００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９０，５４２，９１３．００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６４２，５９７，７８７．００元。 截至２０２０年８月５
日，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并由上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资金
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上会师报字（
验资报告》。 公司依照规定对上述募集资
２０２０）第６４１８号《
金进行专户存储管理，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
（
二）募集资金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年末余额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为：以募集资金置换已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金额人民币１１，９８７，６７７．６２元；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人民币２２，０４７，０９７．４０元，收到
结构性存款收益人民币４，３１１，１５８．９０元，收到银行存款利息等人民币１，７７９，００３．７８元。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
３１日，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６１４，６５３，１７４．６６元，其中包括以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尚未到
期的余额人民币５０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
二、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２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１号一一规范运作》的规定和要求，结合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变更等方面做出了具体
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了《
明确的规定。
（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已与保荐机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
专户存储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相关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设立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前述协
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募集资金银行账户的存储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截至２０２０年
银行名称
专用账户号
初始存放金额
１２月３１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西支行
１２１９１１７０６４１０３０４
３３９，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８，２３５，５１７．５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营业
１２１９１１７０６４１０１２２
部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江支行

０３００４２２１０１９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西支行

１２１９３８７８６２１０５０１

２４３，１９７，７８７．００

２４５，９０５，７１３．９９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０，５１１，９４３．１１

－

－

合计
－
６４２，５９７，７８７．００
６１４，６５３，１７４．６６
三、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以下简称“
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
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 １）。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情况，也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
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２、 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５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金额为人民币１１，９８７，６７７．６２
元。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使用自筹资金和预先支付的发
行费用的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上会师报字（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
２０２０）第６７２８号《
项目的自筹资金和预先支付的发行费用的鉴证报告》。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６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和预先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
募集资金１１，９８７，６７７．６２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８日披
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和预先支付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的《
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０４）。 公司已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前完成了募集资金置换
工作。
３、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４、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６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
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６０，０００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
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销售的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
包括但不限
于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等），使用期限不超过１２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８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披露的《
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０１）。
报告期内，公司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年化收
实际收回
实际获得收
签约方
产品名称
金额
起息日
到期日
益率
本金金额
益
招商银行 结构性存款

２６７，４００，
０００．００

招商银行 结构性存款

２７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９／２

上海银行 结构性存款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９／８

２０２０／９／１

２．８３％

２６７，４００，
２，０７３，２６５．７５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１２／２

２．８３％

２７０，０００，
１，９０５，０１６．４４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１２／７

２．７０％

５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２，８７６．７１

２０２１／３／２９

２．７８％

未到期

－
－
－

２０２０／１２／１０

招商银行 结构性存款

１７３，０００，
２０２０／１２／２８
０００．００

招商银行 结构性存款

２７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１２／２８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２１／３／２９

２．７８％

未到期

上海银行 结构性存款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１２／２４

２０２１／３／２４

３．１０％

未到期

期末（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余额

５０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逾期未收回的本金和收益累计金额
－
５、 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０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议案》，同意公司使用７，２００万元的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占超募资金总额的比例为２９．６１％。 在补充流动资金后的１２个月内，公司将不进行高风险投资
以及为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该事项已经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５日召开的２０２１年第一次临时股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１号一一租赁》等相关规定，上海先惠自动化技术股份
● 根据财政部修订后的《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先惠技术”或“
公司”）自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
新租赁准则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构成重大影响。
●
一、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关于修订印发〈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１号一一租赁〉的通知》（
财会〔
根据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７日发布的《
２０１８〕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１ 号一一租赁》（
简称“
新租赁准则”），实施如下：要求在境内
３５号），对于修订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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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１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过了《
公司自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
二、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
１、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日期
（
１）变更原因：财政部于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７日修订发布了新租赁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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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起施
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
２）变更日期：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
２、 本次会计变更的主要内容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１号一一租赁》及其相关规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２００６年发布的《
定；变更后，公司执行财政部２０１８年发布的新租赁准则。 本次执行的新租赁准则主要内容如下：
（
１）新租赁准则下，除短期租赁和低价值租赁外，承租人将不再区分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所有租
赁均采用相同的会计处理，均需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
２）对于使用权资产，承租人能够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将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当在租赁
资产剩余使用寿命内计提折旧。 无法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能够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当在租赁
期与租赁资产剩余使用寿命两者孰短的期间内计提折旧。 同时承租人需确定使用权资产是否发生减
值，并对已识别的减值损失进行会计处理；
（
３）对于租赁负债，承租人应当计算租赁负债在租赁期各期间的利息费用，并计入当期损益；
（
４）对于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承租人可以选择不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并在租赁
期内各个期间按照直线法或其他系统合理的方法计入相关资产成本和当期损益；
（
５）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企业可以选择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对所有租入资产按照未来应付租金
的最低付款额现值（
选择简化处理的短期租赁和低价值租赁除外）确认使用权资产及租赁负债，并分
别确认折旧及未确认融资费用，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
３、 本次执行新租赁准则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重大影响。
三、 专项意见
１、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依据财政部修订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１号一一租赁》而进行的合理且必
要的变更。 变更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能够准确反映公
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事项。
２、 监事会意见
公司章程》的规
本次根据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变更会计政策，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审议程序合法合
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事项。
特此公告。
上海先惠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６８８１５５

证券简称：先惠技术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１０

上海先惠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以下简称“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６
上海先惠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１６日以邮件等方式发至各监事。
本次应参加会议监事３人，实际参加会议监事３人。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明涛先生召集和主持。 会
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逐项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
一）审议《
关于公司２０２０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２０２０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等内部管理
制度的规定；公司２０２０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
含的信息公允地反映了公司２０２０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事项；年度报告编制过程中，未发现公
司参与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因此，我们保证公司２０２０年年度报告所披
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上海先惠自动化技术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披露的《
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年度报告》及《
上海先惠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年度报告摘要》。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２０２０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二）审议《
关于公司２０２０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５０，２３５．２４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３７．６５％；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
６，０７３．５３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１５．５６％；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４，７９１．３２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２１．９９％。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２０２０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三）审议《
关于公司２０２０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６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公司章程》的规
２０２０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２０２０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定，充分考虑了公司２０２０年度经营状况、日常生产经营需要以及公司可持续发展等因素，符合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我们同意《
关于公司２０２０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并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 ２０２０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
四）审议《
关于公司２０２０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２０２０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２号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１号一一
规范运作》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 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募集资金管理情况，如实履行了信息披露
义务。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上海先惠自动化技术股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的《
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１２）。
（
五）审议《
关于公司２０２０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２０２０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六）审议《
关于确认公司２０２０年度监事薪酬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２０２０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七）审议《
关于公司２０２１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预计的２０２１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关联人采购商品或接受服务，符合公司
日常生产经营实际情况，交易具有商业合理性，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市场化原则。 ２０２１年
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３００万元，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我们同意《
关于公司２０２１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并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 ２０２０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上海先惠自动化技术股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的《
份有限公司关于２０２１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１３）。
（
八）审议《
关于公司２０２１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为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相关项目建设、投资等的资金需求，为保证公司各
项业务正常开展，拟向合作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１００，０００万元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授信业务包
括但不限于贷款、承兑汇票、贸易融资、保函等，授权有效期自公司２０２０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公司次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综上，我们同意《
关于公司２０２１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并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
２０２０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
九）审议《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根据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变更会计政策，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
章程》的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审议程
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上海先惠自动化技术股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的《
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１４）。
特此公告。
上海先惠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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