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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07                                证券简称：拓斯达                        公告编号：2020-090 

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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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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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斯达 股票代码 30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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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衡 傅荣庭、江正才 

办公地址 东莞市大岭山镇大塘朗创新路 2 号 东莞市大岭山镇大塘朗创新路 2 号 

电话 0769-82893316 0769-82893316 

电子信箱 topstar@topstarltd.com topstar@topstarltd.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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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502,348,644.40 725,825,404.10 106.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00,457,354.53 85,928,252.52 366.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386,722,880.72 84,466,929.85 357.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30,812,961.27 -61,387,507.99 1,290.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39 0.37 54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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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37 0.37 540.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46% 9.07% 12.3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3,560,118,109.30 2,667,901,506.44 33.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27,803,449.18 1,672,491,825.96 21.2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9,38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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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丰礼 境内自然人 36.26% 96,415,200 72,311,400 质押 19,764,000 

杨双保 境内自然人 5.30% 14,101,457 14,101,317   

黄代波 境内自然人 4.26% 11,339,568 11,233,161 质押 1,461,598 

永新达晨企业

管理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7% 5,500,727    

兴证证券资管

－兴业银行－

兴证资管鑫众

80 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1.17% 3,102,498    

易方达基金－

工商银行－外

贸信托－外贸

信托·稳富

FOF 单一资金

信托 

其他 1.14% 3,022,097    

倪张根 境内自然人 1.07% 2,839,400    

朱海 境内自然人 1.06% 2,820,067    

全国社保基金

四一二组合 其他 0.81% 2,158,121    

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九零二组

合 
其他 0.77% 2,045,45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吴丰礼系永新达晨执行事务合伙人晨达商贸、有限合伙人

拓宇商贸之有限合伙人，且与拓宇商贸有限合伙人吴丰义系兄弟关系，与晨达商贸有

限合伙人罗小敏系表兄弟关系，与晨达商贸有限合伙人吴秋丰、拓宇商贸有限合伙人

吴雪峰系堂兄弟关系；公司股东杨双保系晨达商贸有限合伙人郑伟之姐夫；拓宇商贸

有限合伙人吴盛丰、吴云风系兄弟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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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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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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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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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在制造业面临全球经济依然充满不确定性、国际贸易和科技方面摩擦持续及新冠疫情

全球爆发的背景下，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带领全体员工积极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聚焦全球制造业智能化

需求及抗击疫情的社会需求，为客户提供有竞争力的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与服务以及抗疫产品链相关生产设

备，报告期内实现了公司经营业绩较快发展。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150,234.86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06.9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38,672.29万元，同比增长357.84%；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356,011.81万元，

比上年度增长33.44%；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202,780.34万元，比上年度增长21.24%。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人才引进、新产品研发、业务拓展以及持续推行大客户战略，多措并举保障了公

司经营业绩的平稳发展。同时，新冠疫情爆发期间，公司主动担负起智能制造上市公司应尽的社会责任，
应用控制、伺服驱动、超声波焊接等技术，在短时间内研发出口罩机并技术迭代，形成稳定出货能力，保

障国内外市场需求。报告期内，公司形成包括平面口罩机、儿童口罩机、立体口罩机等多产品线；抗疫产

品链业务实现了较好的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优化服务于全业务模块的研发中心大平台，研发中心积极推进IPD集成产品开发

体系进行管理，围绕机器人核心技术领域开展各项研发活动，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在产品和技术上均取得
一定突破。报告期内，公司推出了拓星际系列六轴工业机器人、全自动口罩机等新产品，进一步夯实了公

司产品与服务的市场竞争力。同时，公司持续推行大客户战略并取得良好的效果：新开拓了新能源行业、

光电行业的部分上市公司客户，并持续拓展伯恩光学、立讯精密、比亚迪、欣旺达等客户需求。近年来，
公司已经累计向伯恩光学交付超过90多项自动化项目，实现了多工艺的自动化改造，并深刻融合于客户的

自动化发展和生产效能提升。立讯精密，是精密制造龙头企业，公司承接了立讯精密自动化生产前端的自

动化生产环境建设相关业务的智能能源及环境管理系统业务。由上可知，公司自动化业务竞争力是由多个
行业头部客户的成功拓展和对客户自动化的深度理解、渗透和融合等多维度形成；其核心是以公司自主可

控的底层技术为基础，以倾力打造实现产品标准化、模块化的中台作为支撑，并结合基于技术和行业工艺

应用所形成的标准化、柔性化产品共同构建。 

1、营销方面 

报告期内各主营业务模块都保持健康发展势头，其中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应用系统业务实现收入

123,507.36万元，同比增长225.97%；受新冠疫情影响，注塑机及其配套设备、自动供料系统、智能能源
及环境管理系统业务两大主营业务模块产品生产、交付及工程施工进度放缓，其中注塑机及其配套设备、

自动供料系统业务实现收入5,706.07万元，同比下降54.22%；智能能源及环境管理系统业务实现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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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4.99万元，同比下降12.09%。 

报告期内，公司推行的大客户战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公司集中力量深挖下游行业自动化应用规模较

大的头部客户需求，持续拓展伯恩光学、立讯精密、比亚迪、欣旺达等客户需求，由注塑相关业务的合作
延伸至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类业务，也拓展了新行业和新客户。公司的营销与服务网络建设，为公司地面

营销队伍的配置、营销中台的搭建、营销数据的收集与分析、大客户战略的快速落地推进及2020年的营收

目标实现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技术研发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引进核心研发人才，提升研发综合能力，围绕机器人核心技术领域开展各项研发

活动，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在产品和技术上均取得一定突破。公司于报告期内推出了拓星际R092-06-A六
轴工业机器人。拓星际R092-06-A六轴工业机器人，额定负载6kg，臂展920mm，重复定位精度±0.02mm, 负

载1KG循环时间0.4s。适于安装在密集作业区域、封闭式狭小空间内，深入客户具体需求而研发， 作业灵

活快速，臂展够长，能够从容应对3C领域的多工位作业。且具有更强的防水性能和过热保护机制，在3C领
域高频次的重复作业中为机器人保驾护航。另外独特走线设计，采用中空臂设计，用户线缆和气管从脚底

到手腕全部预埋在机体内，减少了线缆的干扰，增大了运动空间，是3C领域多工位作业能手。适用于3C电

子、光电、食品饮料、金属机械、注塑、快速消费等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7,908.38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44.76%。截止2020年6月30日，公司拥有已
获得授权专利331项，其中发明专利14项，另有处于实审阶段的发明专利129项；各类软件著作权53项。同

时，2020年公司进一步加强了专利和软件著作的申请力度，累计申请各类知识产权达59项。 

3、供应链管理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为进一步提高供应链整体能力，采购部门通过缩短内外部沟通环节，整合相关人力资源，

把客户需求快速与合作供应商进行对接，提高响应效率。另通过需求的整合，进一步强化了集中采购功能，

获得较为有利的市场议价能力，采购成本有了明显降低，供应商管理工作水平也有了明显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对内部生产部件供应组织的战略定位重新做了梳理，将其按照市场化独立经营实体加以
管理，将其与其他外部供应商一同看待与管理，激发内部生产组织活力，打破原有相对固化的生产供应方

式，有效提升了供应链管理能力。 

通过外部供应商的进一步整合及内部供应链管理能力的进一步锤炼，内外兼修，助力报告期内公司各

项主营业务的毛利率都获得了进一步提升。比如，公司绿能事业部持续推动年度招标，确认战略合作供应

商，签署战略协议，实现规模化采购的降本增效。 

报告期内进一步提升生产管理水平，严格执行6S生产管理标准，促使效能不断提升。生产是贯穿原材

料加工到成品出货全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根据公司精细化管理要求，积极完善生产体系标准化工艺流程，

加强绩效考核，实施精益生产，多方面优化生产管理体系，大大提高产品质量、产能和生产效率。 

4、对外投资方面 

公司2019年通过公开增发募集资金净额约6亿元用于建设江苏拓斯达机器人有限公司机器人及自动化

智能装备等项目。目前，该项目地上施工阶段已经展开，有望在2021年竣工并投入使用。 

2020年，公司进一步拓宽注塑领域产品线，受让注塑机品牌亿利达相关部分资产，同时组建自有研发
团队，开启注塑机业务线，协同注塑辅机、直角坐标机器人及自动供料系统等业务板块，为客户提供注塑

业务整体解决方案。 

2020年7月通过董事会审议，公司拟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拟募集资金用于智能制造整

体解决方案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建设，将在东莞松山湖区域建成全新的研发中心，为公司进一步引进研发人

才、开展研发活动提供更加良好和便利的条件，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司核心技术、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 

5、人才引进方面 

为保持公司创新发展的活力，公司持续引进各方面优秀人才。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引进技术研发、运营管
理方面的人才。技术研发方面加强了底层技术伺服系统、控制系统、视觉系统研发方面的人才，报告期内

引进了具有丰富的产学研经验的硕士及博士二十余人；产品方面加大了机器人及注塑机方面的技术团队引

进，报告期内合计新增六十余人。同时，公司结合自身的战略方向和管理理念，引入了首席运营官程后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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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其2007年至2020年历任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拉扎斯网络科技（上海）有限

公司副总裁，具有丰富的产品定位、销售渠道体系建设、销售团队管理、战略制定及实施、商业模式打造

等方面经验。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根据财政部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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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1日起施

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

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于2020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准则。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为“预收款项”上年年末余额79,429,581.78 元，2020年1月1日余额为0.00

元；“合同负债”上年年末余额为0.00元，2020年1月1日余额为79,429,581.7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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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新增合并单位2家，原因为：本期通过投资设立了1家全资子公司常熟拓斯达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1家控股子公司和众精一科技（广东）有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1）2020年2月20日公司子公司拓斯达技术设立全资子公司常熟拓斯达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拓斯达技

术认缴出资3000万元，认缴出资比例100%。截至2020年6月30日，拓斯达技术已实缴出资10万元。 
（2）2020年4月24日公司子公司拓斯达技术设立非全资子公司和众精一科技（广东）有限公司，拓斯

达技术认缴出资1000万元，认缴出资比例51%。截至2020年6月30日，拓斯达技术已实缴出资999.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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