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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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4月 15日，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通过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为：拟以总股本 16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2.50元（含税），分红总

额为人民币 4,000.00万元，不送股，不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全部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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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德龙 603380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童 樊理 

办公地址 苏州相城经济开发区春兴路50号 苏州相城经济开发区春兴路50号 

电话 0512-65461690 0512-65461690 

电子信箱 SD@etron.cn SD@etron.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是一家主要面向全球高端客户的电子制造服务商，专注于通讯、工业控制、消费电子、

医疗电子、汽车电子等领域。公司为高品质要求、需求多样化的客户提供全方位的电子制造服务，

包括产品的定制化研发、供应链管理、产品制造、产品测试方案及测试系统的开发、售前工程技



术支持、产品新工艺的开发、产品焊接可靠性测试、产品工艺过程可靠性保障测试等整体解决方

案。 

为了实现公司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公司继续立足于差异化的市场战略，长期秉

持精细化供应链管理、全透明的质量管理、高效灵活的生产管理、定制化研发，通过平台化的资

源整合、全流程的成本管控、先进的信息化管理，达成我们的宗旨，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使我

们的服务成为他们的首选。 

公司二期基建项目正式开工建设，并于 2019 年 6 月 30 日顺利举办了开工仪式。 

二期建设分为三次分阶段建设，首次建设面积 53,842.7 ㎡，分为主厂房一栋，餐厅一栋，厂

务用房一栋，化学品及危化仓一栋，门卫三栋，总投资 2.39 亿元人民币，预计在 2021 年 3 月 1

日正式投入使用。 

（一）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作为专业 EMS 服务商，所生产各类电子产品均为按照客户要求定制，属于订单式生产经

营模式。目前，公司提供电子制造服务的产品主要涵盖通讯类产品、工业控制类产品、消费电子

类产品、医疗电子类产品、汽车电子类产品等。不同客户对各自所需的产品在规格、功能、性能

以及结构配套等方面都有不同的要求，不具有通用性。公司主要经营模式如下:  

1、研发设计模式  

公司目前设有近 200 人的研发团队，能根据客户的直接需求或市场需求变化，为客户提供 3

类服务。  

A）新产品的设计，包括产品前期规划、软硬件开发、结构设计、产品功能测试、产品可靠

性分析等服务。同时对客户新设计的产品，或公司为客户新设计的产品进行 DFM 可制造性分析，

大量节约客户的研发时间及样品制造时间，从而为客户的新产品快速推向市场提供增值服务。 

B）产品的更新设计，采用最新的器件解决方案，运用性能更加优越的器件，更新的技术，对

客户现有产品进行版本升级更新设计，为客户产品降低成本，提升产品性能提供服务。 

C）产品器件的替代设计，针对客户产品中选用的器件进行分析，为客户推荐性能更加优越的

器件，为客户产品降低成本，减少供应链物流时间提供增值服务。 

D）介入客户前期研发阶段，在客户前期开发阶段，公司的工程师介入客户研发，给客户提

供设计的替代方案，为客户提供优化设计方案，获得性能更加优越的产品，及更加有价格竞争力

的产品。同时，为客户提前申请样品，大大缩短客户的研发周期，加快客户研发产品投入市场的

时间，为客户赢得市场。 



2、采购模式  

    公司为客户提供专业化的电子制造服务，主要原材料为 IC 集成电路、PCB、机构件及其他各

类电子元器件。 公司设有供应链部负责采购，在全球范围内遴选优质的元器件供应商进行商务洽

谈、认定合格供应商资格、签订框架性《采购合同》、灵活的议价模式以及进行相应的供应链管理。

供应链部根据公司已签订的销售合同及对未来市场的预测等因素及时制定采购计划，具体采购时，

由部门根据工单的需求，向供应商下达采购订单。基于对价格、账期、交货灵活性、品质、服务

等特点的考量，公司采购有效结合了以下两种主要模式: (1) 向制造商(原厂)采购。公司首选向制

造商采购，以减少中间环节的附加成本，并确保品质达标。目前主要的非标件和价格敏感度高的

电子元器件都以此采购模式为主。(2) 向授权代理商采购。为获得供应商在账期、交货灵活性、

增值服务等方面的优势，公司针对通用的电子元器件会采用向授权代理商采购的模式。（3）向经

过我们认证过的现货商购买部分原材料，为了满足客户的紧急需求。公司目前已与包括 Avnet、

Arrow、 WPI、Future、Digikey 等全球排名前列的电子元器件代理商建立了长期战略合作。  

3、生产模式  

    公司主要根据与客户签订的销售合同组织订单式生产，属于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所生产的

电子产品也均为按客户要求定制。公司组织生产的具体流程是:在框架性合同下，客户向公司发出

具体订单指令，公司根据客户订单的要求组织完成评审，交由生产部进行加工生产，产品经测试、

检验合格后包装送达客户指定接收地点。公司提供电子制造服务的产品包括了通讯类、工业控制

类、汽车电子类、医疗电子类、消费电子等领域，不同行业、不同客户、不同产品在电器性能以

及结构配套等方面均有差异，核心产品 PCBA 属于定制化的非标件产品，但核心生产工序均为

SMT(表面贴装技术)，所需的核心生产设备 SMT 生产线也具有通用性。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公司

根据不同产品类别和客户要求灵活的组合、调配生产线，安排相应的工艺流程来满足生产。  

4、销售模式  

公司主要客户为各细分行业内领先的品牌商，公司通过多种市场开拓方式进行客户开发，具

体包括:(1)通过对各行业领域进行市场分析获取行业有价值且适合的客户信息，并主动联系潜在客

户;(2)通过服务好现有客户，让客户引荐潜在客户；(3) 通过和供应商的深入合作，让供应商引荐

潜在客户；（4）参加国内外电子展会对公司业务进行宣传推广；(5)通过行业协会公开信息获取潜

在业务机会；（6）通过专业杂志公开信息获取潜在业务机会；（7）通过新媒体对公司业务进行推

广获取潜在业务机会。公司销售模式为销售部与客户洽谈合作事宜，并负责与客户签订框架性《合

作协议》，明确双方的合作关系，约定合作模式、产品销售的种类、范围等事项。  



公司通过 CRM 系统去管理各个阶段的客户，提高管理效率；完善了客户开发追踪体系，提高

新客户获得成功率；完善了老客户关系管理模块，提高老客户满意度；更新了会议记录功能，提

高客户拜访及业务拓展效率。 

(二)   公司所处行业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公司所属的电子制造服务业，隶属于 C39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子制造服务行业的产生是全球电子产业链专业化分工

的结果。在全球电子产业走向垂直化整合和水平分工双重趋势的过程中，品牌商逐渐把产品设计、

营销和品牌管理作为其核心竞争力，而把相对难于处理的开发、制造、采购、物流以及售后维修

等供应链环节进行外包。电子制造服务商也从最初提供单一的制造服务，转向提供整体的供应链

解决方案，其增值服务不断扩展，例如生产前的可制造可行性分析，焊接可靠性分析 和制造过程

分析等。当前，电子制造服务行业已成为全球电子产业链的重要环节。  

根据公司整理专业市场调研机构 New Venture Research 的报告显示，2018 年全球电子合同制

造收入为 5,416 亿美元,预计到 2023 年全球电子合同制造行业收入将达到 6,432 亿美元，市场容量

巨大。随着全球电子制造服务产业向中国转移，目前已经在国内形成了以长三角、珠三角以及环

渤海地区为主的相对完整的电子产业集群，围绕消费电子、通信设备、医疗设备、计算机、网络

设备及工业控制等行业的上下游配套产业链已形成产业集聚效应，这也为本土的电子制造服务商

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前景。此外，由于电子制造服务商有机会介入到客户产品的诸多环节，供应链

协作不断巩固深入，一般情况下都能与客户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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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1,176,025,094.30 1,029,958,464.65 14.18 940,688,918.97 

营业收入 1,027,475,295.68 951,181,810.60 8.02 862,815,557.8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27,162,144.37 101,569,099.47 25.20 95,587,777.7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08,688,403.54 92,503,624.45 17.50 92,851,354.4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855,809,764.97 763,847,620.62 12.04 694,278,521.15 

经营活动产生的 163,206,435.27 105,877,740.33 54.15 82,721,585.16 



现金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79 0.63 25.40 0.68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79 0.63 25.40 0.68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5.82 14.03 增加1.79个百分

点 

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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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121,539.29 263,314,081.03 244,731,258.77 300,308,416.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5,025,623.97 34,659,271.82 29,489,318.70 47,987,929.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5,096,988.86 33,915,576.85 24,738,819.19 34,937,018.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5,613,566.42 79,195,832.98 20,977,198.96 37,419,83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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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6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2,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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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新栋   59,560,680 37.23 59,560,680 无   

境内

自然

人 

王明   39,707,160 24.82 39,707,160 

质

押 
30,000,000 

境内

自然

人 冻 614,000 



结 

苏州詹姆士贝拉投

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12,837,360 8.02 12,837,360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王静文 -1,250,000 2,133,040 1.33   无   

境内

自然

人 

王志良 4,100 413,100 0.26   
未

知 
  

境内

自然

人 

卞宗元   365,000 0.23   
未

知 
  

境内

自然

人 

陈小平   333,500 0.21   
未

知 
  

境内

自然

人 

刘德才 40,100 313,956 0.20   
未

知 
  

境内

自然

人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社保

基金四二三组合 

  300,000 0.19   
未

知 
  其他 

邱格屏 -2,274,960 297,900 0.19   
未

知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前十名股东中，贝拉投资有限合伙人钱小洁系钱新栋配偶，

持有贝拉投资 73.12%的出资额，钱新栋持有贝拉投资 0.55%

出资额，系贝拉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钱新栋与贝拉投资

为一致行动人。 

2、前十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除王静文与邱格屏外均系社会公

众股东，公司未知上述十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无

限售流通股股东与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

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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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27,475,295.68 元，较上年同期 951,181,810.60 元，增加

76,293,485.08 元，同比增长 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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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本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

部 2017 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

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和《企业

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业会

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上

四项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次会议决议 

于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

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按照新金融工

具准则的要求进行衔接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

表数据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未

调整可比期间信息。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新金融

工具准则施行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

2019 年 1 月 1 日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相关项

目的影响列示如下面“其他说明”中表格所示： 

本公司自 2019 年 6 月 10 日起执行经

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

货币性资产交换》，自 2019 年 6 月 17 

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该项会计政策变

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并根据准则的

规定对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至准则实施

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和债

务重组进行调整。 

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次会议决议 

于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

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按照新金融工

具准则的要求进行衔接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

表数据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未

调整可比期间信息。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新金融

工具准则施行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

2019 年 1 月 1 日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相关项

目的影响列示如下面“其他说明”中表格所示。 

在原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增加了“使用权

资产”“租赁负债”等行项目，在原 合

并利润表中“投资收益”行项目下增加

了“其中：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终止确认收益”行项目。 

结合企业会计准则实施有关情况调整

了部分项目：将原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的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分拆为

“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应收款项融

资”三个行项目，将“应付票据及应付

账款”行项目分拆为“应付票据”“应

付账款”两个行项目，将原合并利润表

中“资产减值损失”“信用减值损失”

行项目的列报行次进行了调整，删除了

原合并现金流量表中“为交易目的而持

有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发行债券收

到的现金”等行项目，在原合并资产负

债表和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分别

增加了“专项储备”行项目和列项目。 

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决议 

根据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颁布的《关于修订

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9]6 号）、2019 年 9 月 19 日颁布《关于修订印

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

[2019]16 号），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本次调

整不影响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相关财务指标，对

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见：第十

一节财务报告之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之 44、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之“(3). 2019 年

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新收入准则或新租赁准则

调整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的表格

所示。 



 

其他说明 

于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按照

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进行衔接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

的，本公司未调整可比期间信息。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的新账面价值之

间的差额，计入 2019 年 1 月 1 日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累积影响金额 

2019 年 1 月 1 日 分类和 

计量影响 

（注 2、3） 

金融资产 

减值影响 
小计 

应收票据 2,531,453.24 -2,531,453.24  -2,531,453.24  

应收款项融资  2,531,453.24  2,531,453.24 2,531,453.24 

交易性金融资产  279,000,000.00  279,000,000.00 279,000,000.00 

其他流动资产 280,043,579.20 -279,000,000.00  -279,000,000.00 1,043,579.20 

资产合计 282,575,032.44    282,575,032.44 

 

注 1：上表仅呈列受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不受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不包括在内，因此所披露的

小计和合计无法根据上表中呈列的数字重新计算得出。 

注 2：于 2019 年 1 月 1 日，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公司管理应收票据的业务模式系既以收

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又以出售为目标，将其应收票据归入“应收款项融资”科目进行核算。 

注 3：于 2019 年 1 月 1 日，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以前年度归入“其他流动资产”的理财

产品重分类至“交易性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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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不含母公司）共 5 户，具体包括：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苏州易康宝电子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苏州狮子星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武汉易德龙技术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 75.00 75.00 

苏州市易德龙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易路宝国际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增加 1 户，其中：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

营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易路宝国际有限公司 投资新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