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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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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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49 元（含税），共
计派发现金红利 20,384,000.00 元（含税）
；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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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

公司所属行业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2012 修订）
，公司业务归属于“电气机械
和器材制造业（C38）”，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
（GB/T 4754—2011），公司归属于电
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C38）下属的“微电机及其他电机制造（C3819）”。
公司的核心业务专注于信息化技术应用领域的控制元器件及其集成产品的研发和经营，并在
自动化和智能化领域中有所拓展。
公司从事控制电机及其驱动系统的研发和制造已有二十逾年，掌握了控制电机的核心研发技
术、控制电机驱动技术和尖端制造技术，并具备在多种电机驱动系统中植入现场总线技术和自产
产品系统集成技术的能力。公司从步进电机的研制起步,在市场应用中不断的成长和积累，目前已
拥有包括直流无刷电机、无齿槽电机、空心杯电机、伺服电机、直线电机/电动缸/单轴机器人等
控制电机产品的智能化生产能力，产品被国内、外客户广泛运用于工业自动化、医疗器械和生化
分析、安防、自主移动机器人（AMR）
、搬运机器人（AGV）、通信设备、太阳能光伏、智能水阀控
制、纺织机械、金融设备、舞台灯光、汽车等自动化应用等领域。
控制电机驱动系统是由控制电机及多台电机驱动、控制设备组成的，以定制完成复杂自动化
操作任务的系统级产品。公司通过合资设立安浦鸣志在国内开始研发制造电机驱动、控制器，通
过并购国际上专业的电机驱动、控制器的研发企业——美国 AMP 和瑞士 T Motion 公司，目前已掌
握了全球领先的电机驱动、控制技术，并通过融合公司核心的控制电机技术、先进制造技术，目
前已具有全系列、多型号的步进电机驱动系统、步进伺服系统、直流无刷驱动系统、交流伺服系
统、集成式电机控制系统等，产品广泛应用于医疗器械和生化分析、自主移动机器人（AMR）
、搬
运机器人（AGV）
、太阳能光伏、3C 非标自动化、电子/半导体生产设备等自动化应用领域。

公司从事 LED 控制和驱动产品研发和制造有十逾年，通过与国际知名灯光设计制造企业的长
期磨合和自主研发创新，公司已掌握了具备深度调光功能的智能 LED 调光技术，并通过整合控制
电机驱动系统现场总线技术和自产产品系统集成技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LED 智能照明控制与运
动控制产品的整体解决方案的服务能力。公司的 LED 控制与驱动产品广泛应用于户外照明（如路
灯照明、隧道灯照明）
、室内装饰、建筑装饰、医疗照明、工业照明等 LED 照明和 LED 智能灯光
控制的应用领域。
公司还经营设备状态管理系统、电源电控及继电器代理贸易等其它业务。
公司业务分类及产品情况具体如下：

产品大类

产品类别

主营产品系列
步进电机
直流无刷电机

控制电机类

无齿槽电机
空心杯电机
伺服电机

工业自动化、医疗器械和生化
分析、安防、AMR、AGV、通信
设备、太阳能光伏、智能水阀
控制、纺织机械、金融设备、
舞台灯光、汽车等

步进电机驱动系统

控制电机及其
驱动系统类

步进伺服系统
驱动控制类

通用伺服系统
直流无刷驱动系统
集成式控制系统
电动缸/单轴机器人

传感器类
LED 驱动类
LED 控 制 与 驱
动类

主要应用行业

74.22%
医疗器械和生化分析、AMR、
AGV、太阳能光伏、3C 非标自
动化、电子/半导体生产设备
等

编码器
基本型 LED 驱动
智能型 LED 驱动
智能控制台

LED 控制类

收入占
比（报
告期）

单灯控制器
智能监控管理软件

户外照明（如路灯照明、隧道
灯照明）、室内装饰、建筑装 5.56%
饰、医疗照明、工业照明等

传感器
设备状态管理系统
设备状态管理
小神探系列
系统类

点检管理信息系统

电力、冶金、石化、煤炭、汽
1.95%
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系统 车、烟草、市政等
SAP、ICC 解决方案

电源电控类

贸易类

标准电源

MF/ME/MS 系列

金融打印设备、电力保护设备

电控装置

定制型锅炉控制器

家用锅炉

主要代理松下继电器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装置、特高
压、充电桩、铁路电力电气牵 15.52%
引设备、AFC 售检票系统等

国际贸易

1.94%

(2).

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专注于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应用领域核心技术的研发，聚焦核心业务发展，以国际
市场需求为导向，专业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追求规模和利润双增长。
技术研发模式：公司的技术研发定位于基础技术研究、关键核心技术研究和应用技术创新三
个层次，通过搭建开放的技术研发平台，实现各业务线的技术共享和融会贯通，形成了从基础技
术研究、产品创新设计、检测试验到产品小试、中试，最后实现产业化的相对完善并且具备较强
市场竞争能力的技术研发体系。
供应链管理模式：公司采用以销定购的采购模式。除部分通用原料或电子元器件保证最低库
存外，其他均按产品配置单实时采购。公司各产品事业部均设有供应商开发部，负责供应商开发、
评估、认可、考核以及零部件价格管理活动，并由各产品事业部的计划采购部负责采购计划的编
制、生产物资供应、采购物资的入库与结算。
生产管理模式：公司产品较多，每种产品根据自身特点和客户要求有定制生产模式、标品生
产模式或定制与标品相结合模式三种方式。公司在生产管理中采用了生产管理系统作业，通过对
物料、工艺、设备、人员等生产要素的管理，建立了信息化的生产管理和质量追溯体系。公司对
产品的生产加工过程实现全面的监控，实时透明地反应生产过程的全状态。
销售管理模式：公司采取公司销售部门销售、经销商销售、销售子公司区域化营销、各地办
事处区域化营销、展会推销及网站推广营销等多种方式拓展海内外市场。一般情况下，定制产品
采用直销模式，标准品多采用经销模式。报告期内，公司各产品大类均以直销为主，经销为辅。
(3).

公司所处行业情况

2020 年第一季度，因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公司及产业链上下游普遍面临着复工复产延迟带
来的巨大压力，其次是市场未恢复情况下客户需求的大幅降低，交通物流成本的上升对于行业造
成的第二波冲击。但随着国家减税降费、稳定就业等扶持政策的持续发力，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经
营秩序从二季度起开始逐步恢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 年全年，机械工业增加值增速同比
增长 6%，比一季度、上半年和前三季度分别回升 25、7.5 和 2.2 个百分点，其中电气机械和器材
制造业的行业增速达到了 8.9%，领先于下汽车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和仪器
仪表制造业的 6.6%、6.3%、5.1%和 3.4%的增长。
i. 控制电机及其驱动系统
电机有控制电机与非控制电机之分，非控制电机侧重电机在启动和运行过程中的力能指标，
控制电机侧重电机输出量的幅频特性、相频特性及输出特性的精度、灵敏度、稳定性、线性度等
指标，作为系统执行部件，控制电机更侧重扭矩、转速、位置输出特性。现代控制电机通常有步
进电机、直流无刷电机和交流伺服电机等。其中，步进电机最早成为计算机及外部设备所使用的
控制电机，首先在计算机外设、办公自动化设备及数控机床中应用；直流无刷电机和交流伺服系

统亦为控制电机的重要发展方向。公司步进电机专注在信息化技术应用领域以及工厂自动化领域
中应用，公司交流与直流伺服系统、直流无刷电机、步进伺服系统以及控制电机驱动系统主要专
注在工厂自动化领域中应用。根据国外市场研究机构日本富士经济的研究报告预测，预计 2025
年全球小微电机市场规模接近 170 亿台，其中混合式步进电机全球出货数量将达接近 1 亿台，无
刷电机全球出货数量将接近 15 亿台，交流伺服电机全球出货数量将约为 1,000 万台。
控制电机及其驱动系统（控制电机、电机驱动系统、集成式控制系统、通用伺服系统、传感
器等）的使用量与经济发达水平、科技水平、工业自动化水平及控制电机自身行业技术发展水平
有关，主要服务于工业自动化、办公自动化、金融设备、医疗仪器、通信、家用电器等诸多下游
行业，应用相当广泛。当前，涉及人们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的众多制造和应用领域在快速变
革，技术升级，新兴行业不断涌现，对运动控制技术不断提出新的需求，医疗、3C 自动化、电
池装备、太阳能装备、半导体装备、移动服务机器人等公司控制电机及其驱动系统板块主要下游
应用领域正在快速发展。尤其随着 5G 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未来移动设备将成为真正的朝阳
产业，具备高功率密度的小、微型控制电机及其驱动控制系统将会在该市场拥有更加广阔的发展
空间，公司正积极布局相关产品的全球市场。根据国外市场研究机构 MarketsandMarkets 发布的关
于伺服电机和驱动器的市场报告预测，全球伺服电机和驱动器市场预计将从 2020 年的 139 亿美元
增长到 2025 年的 168 亿美元，预计从 2020 年到 2025 年的复合年增长率将达到 4.0%。而推动这
一市场增长的关键因素包括：工业自动化的快速增长和进步，以及云计算、物联网（IoT）和人工
智能（AI）等技术的日益应用等。
总体而言，控制电机及其驱动系统的市场需求与国内、外相关产业的宏观经济发展紧密相关，
自动化的应用是各个行业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控制电机及其驱动系统作为自动化设备的核心部
件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
ii. LED 控制与驱动系统
随着现代电子技术的进步，LED 照明突破了传统照明在远程、自动、集中管理等方面的限制，
将现代化的控制技术大范围的应用到照明控制领域，给人们现代的生活、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智能化的 LED 照明是将通信、传感、云计算、物联网等多种现代化技术融入 LED 照明控制，可以
实现在某些时段或地段调整光照强度、颜色和色温，“按需照明”，真正实现二次节能；也可以
通过控制，实现复杂的场景灯光设计，满足美学或其它特殊要求。
报告期内，新冠肺炎疫情普遍抑制了照明行业下游的需求，同时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又导致
了外延芯片的供需失衡状况被进一步延续，2020 年度，照明行业受到了较大的冲击。未来随着各
国疫苗接种的推广覆盖，疫情会得到有效缓解，相信被滞后的需求将会回暖。而基于互联网技术
的 LED 智能照明仍然是未来照明的发展方向，随着各国政府大力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相关应用领
域各主要厂商也仍将积极推动智慧楼宇和智慧家居的市场发展，而作为智慧城市、智慧楼宇和智
慧家居的重要组成部分的 LED 智能驱动与控制系统产品的发展前景仍然充满期待。

iii. 国家产业政策扶持情况：
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政策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提升自动化与智能化的发展。《中国制造
2025》提出要“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加快发展智能制造装备和产品。组织研发具有深
度感知、智慧决策、自动执行功能的高档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增材制造装备等智能制造装备
以及智能化生产线，突破新型传感器、智能测量仪表、工业控制系统、伺服电机及驱动器和减速
器等智能核心装置，推进工程化和产业化”。2020 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提出要加快 5G 网络、
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继 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造工业互联网平
台，拓展“智能+”
，为制造业转型升级赋能后，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又明确提出发展工业互联网，
推进智能制造，全面推进“互联网+”
，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202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正式发布，提出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和绿色
制造工程，发展服务型制造新模式，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统筹推进传统基础设施和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打造系统完备、高效实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围
绕强化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支撑，布局建设新型基础设施。智能制造相关一系列产业
政策的密集出台，诠释了国家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中国制造 2025”和“互联网
+”为手段，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决心和目标。国家
产业政策的大力支持为公司实现成为运动控制产品领域世界一流企业的愿景提供了良好的外部发
展环境。
国家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等 6 部委联合颁布的《半导体照明节能产业规划》
，将“高效、
高可靠、低成本的 LED 驱动电源开发”和“控制协议与标准开发；基于互联网、物联网及云计算
技术的智能化、多功能照明管理系统开发”等列为需要提升产业创新能力的主要任务。国务院颁
布的《关于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意见》，要求“推动半导体照明产业化。整合现有资源，提高
产业集中度，培育 10—15 家掌握核心技术、拥有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的龙头企业，建设一批产
业链完善的产业集聚区，关键生产设备、重要原材料实现本地化配套。加快核心材料、装备和关
键技术的研发，着力解决散热、模块化、标准化等重大技术问题。
” 明确的行业趋势和良好的政
策预期为公司 LED 智能照明控制与驱动业务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4).

公司的行业地位

公司是全球运动控制领域先进制造商，以其优秀的产品品质和完善的客户服务在全球市场上
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与国内外著名企业之间建立了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控制电机特别是混合式
步进电机，近 20 年来一直被日本企业所垄断，占据市场主流份额。公司是近 10 年来全世界唯一
一家突破日系企业垄断，改变 HB 步进电机全球市场竞争格局的企业。尤其在公司收购整合了运
控电子后，公司混合式步进电机的全球销售额和市场份额已经跻身并稳居全球前三。
公司子公司美国 AMP 和瑞士 T Motion 在控制电机驱动技术、集成式电机伺服控制技术、以及
全能型智能电机驱动控制技术应用领域处于全球前列地位，尤其在工业自动化、电子/半导体生产

设备，移动服务机器人和医疗/生命科学领域内具有领先优势。
公司及子公司鸣志自控、安浦鸣志、运控电子均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为上海市企业技
术中心 ，子公司运控电子为江 苏省企业技术中心。公 司建立 有 ISO/9001 、ISO/14001、 BS
OHSAS/18001、ISO/TS16949 等质量管理体系，并通过德国国际认证机构 TüV 的认证，出口欧盟产
品还取得 RoHS 等认证。子公司美国 LIN 的步进电机取得美国 NSF ISR 颁发的 AS9100C 航空航天
电子设备认证。公司及子公司被上海市科委认定为上海市及闵行区科技小巨人企业，公司的多项
高新技术产品产业化项目得到上海经信委批准和支持。公司智能基站电机
17HD0433-02/14HS5401-01N 获得科学技术部等四部委颁发的国家重点新产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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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比上
2018年
年增减
(%)

2020年

2019年

总资产

2,758,356,144.69

2,650,849,390.93

4.06

2,464,819,391.96

营业收入

2,212,835,491.07

2,057,974,749.63

7.52

1,894,048,056.32

200,790,867.57

174,644,513.78

14.97

166,857,463.22

189,692,815.97

160,496,477.44

18.19

137,322,819.40

2,180,118,714.11

2,009,007,524.25

8.52

1,846,722,422.66

330,327,491.52

211,686,361.42

56.05

113,820,567.9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827

0.4198

15.0

0.43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827

0.4198

15.0

0.4345

9.59

9.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增加0.52
个百分点

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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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7-9 月份） （10-12 月份）

405,296,883.23 583,108,343.14 603,867,282.86 620,562,981.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222,685.37

65,085,808.61

62,569,012.25

58,913,361.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2,623,037.83

59,936,464.50

60,068,738.91

57,064,574.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281,877.75 114,649,098.56 109,480,232.33

57,916,28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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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3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1,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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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持有有限 质押或冻结情况
比例
售条件的 股份
(%)
数量
股份数量 状态

0

235,560,000

56.63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060,210

38,179,746

9.18

0

无

0

境外法人

0

15,600,000

3.75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高吕权

5,889,630

6,859,470

1.6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应一城

4,039,593

5,458,582

1.3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0

4,680,000

1.13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32,592

4,655,924

1.12

0

无

0

其他

0

3,900,000

0.94

0

无

0

境外法人

3,292,961

3,292,961

0.79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612,000

2,325,000

0.5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股东名称
（全称）
上海鸣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新永恒公司
上海晋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凯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金寶德實業(香港)有限公司
上海于翼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东方点赞证
券投资基金
许国大

股东
性质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上海鸣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常建鸣
先生和上海凯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常建云先生为
兄弟关系。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构成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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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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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2,212,835,491.07 元 ， 同 比 增 长 7.5% ； 实 现 营 业 利 润

233,493,041.76 元，同比增长 21.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00,790,867.57 元，同
比增长 15.0%。公司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9,692,815.97 元，同
比增长 18.2%。具体经营情况及分析详见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全文相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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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之“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中
“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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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以及合并范围变化情况详见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十一
节财务报告”之“八、合并范围的变更”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