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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75                               证券简称：博杰股份                           公告编号：2020-034 

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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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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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69,466,7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7.2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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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杰股份 股票代码 002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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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志勇 何淑恒 

办公地址 珠海市香洲区福田路 10 号 珠海市香洲区福田路 10 号 

电话 0756-6255818 0756-6255818 

电子信箱 zhengquan@zhbojay.com zhengquan@zhbojay.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营业务基本情况 

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工业自动化设备与配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致力于为客户提供自动

化测试和自动化组装一站式解决方案。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消费电子、汽车电子、医疗电子和工业电子等行业的电子产品性

能测试及产品组装，帮助客户实现生产线的半自动化和全自动化，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良品率。公司主要客户为世界500强

企业，包括苹果、微软、思科、Fitbit Inc.和Juniper Networks Inc.等全球著名高科技公司，以及鸿海集团、广达集团、仁宝集

团、和硕集团和纬创资通等全球著名电子产品智能制造商。在我国处于后工业化时期、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大背景下，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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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客观需求、国家对智能装备制造业的政策扶持、相关产业技术逐渐成熟等因素，未来我国工业自动化设

备行业前景广阔、市场空间大、发展潜力良好。 

公司以自动化测试设备为发展基础，以自动化测试和自动化组装设备研制开发为核心，形成了技术先进、可靠性高、质
量稳定、应用领域广泛、规格品种齐全的工业自动化设备与配件产品线。随着技术水平和综合实力的不断提高，公司已建立

了成熟的研发、管理和销售团队，积累了丰富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经验。公司生产的自动化测试设备和自动化组装设备致力
于提升电子产品的智能制造水平，有效提高客户生产效率、产品品质和生产自动化程度，具备将客户新产品理念快速转化为

设计方案和产品的业务能力，帮助客户快速实现新工艺、新技术的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并达到精益生产、降本增效的目的。 

（2）主要产品情况 
公司产品主要包括工业自动化设备与配件，并基于公司产品为客户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公司产品具体介绍情况如下：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产品类别 

工业自动化设备 新制自动化设备 新制测试设备（如ICT测试设备、FCT测试设备、传感器测试设备、声学

测试设备、射频测试设备、LED测试设备、环境光感应器测试设备、高

精度微小元件分拣系统设备、一体测试机、磁铁测试机等）、新制组装
设备（如自动涂胶机、镭射自动组装设备、平板镜头自动组装设备、激

光焊接机、螺母焊接机、点胶机和自动打包机设备等）、其他设备 

改制自动化设备 改制测试设备、改制组装设备 

设备配件 设备配件 夹治具、组件和零部件 

技术服务 技术服务 自动化设备的安装调试、运维支持、定期检查、维护保养、修理修配等

服务 

（3）主要经营模式 

①研发模式 

公司研发模式分为开放式研发和应对式研发，其中开放式研发为主动研发，公司以潜在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寻找并孵

化新的项目，保持研发技术的前瞻性，为公司业绩提供新的增长点；应对式研发为被动研发，公司以客户订单为中心，根据
客户应用场景、功能特点、技术参数、操作便利性等定制化需求进行深度研发，满足现有客户定制化需求。 

公司下游客户主要集中在消费电子、汽车电子、医疗电子和工业电子等领域，其终端产品种类丰富、产品更迭速度快，
从而对工业自动化设备存在多样化、个性化和定制化的需求，为此公司形成了开放式研发和应对式研发同步实施的研发模式，

兼顾潜在市场需求和现有客户定制化需求，通过自主研发、设计、组装和调试，并在不断优化升级的过程中使公司工业自动

化设备在客户生产线中发挥更大的效能，充分满足客户的自动化智能生产制造需求，确保客户生产线的高效、平稳和顺畅运

转，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精度。 

②采购模式 

公司采购的主要原材料包括工控类组件、电子元器件、机构件、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和外购加工件，其中工控类组件、

电子元器件、机构件、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属于标准件，外购加工件属于非标准件。 

采购模式可分为直接采购模式和委外加工模式。公司采购的标准件和非标准件均采用直接采购模式，即直接向供应商采

购；部分工序（如表面处理）采用委外加工的模式，即向供应商提供原材料或者待加工物料，供应商根据工序的种类、数量

和复杂程度收取加工费用。 

③生产模式 

公司采取“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即根据客户订单安排生产。公司主要采取柔性生产方式进行定制化生产。由于客户对
工业自动化设备的应用场景、功能特点、技术参数、操作便利性等特性存在较大差异，导致工业自动化设备具有非标准化的

特点。公司根据客户的需求进行定制化设计和柔性生产，生产线流程和布局可以根据不同产品的生产需求随时调整，进而形
成了“订单式生产”的生产模式。 

④销售模式 

公司采取直销的销售模式。按照客户类型划分，客户分为品牌运营商和代工生产厂商。品牌运营商主要从事电子产品的
设计开发和品牌管理，为公司工业自动化设备的终端需求商；代工生产厂商主要根据品牌运营商的要求加工生产电子产品。 

公司积极推广“顾问式销售，专家式服务”的销售方式：要求每位销售人员具有扎实的专业技术背景，要成为客户产品问
题的解决方案的专家，不仅仅销售产品，更重要的是要从客户需求的角度帮助客户实现产品的优化设计，提升产品的个性化，

为客户带来较高的附加价值。同时，将客户的个性化方案与企业的生产制造技术优势相结合，实现利润模式上的双赢。由于
公司销售活动贯穿于下游客户新产品研发的整个全过程，客户粘性强。公司主要以“报价议价”或“竞争性谈判”的方式获取客

户订单。 

⑤技术服务模式 

公司技术服务的主要模式为驻场服务和机动支持，驻场服务由公司客服部的技术人员常驻客户现场，为客户提供快速的

技术支持服务；机动支持无需客服人员常驻客户现场，当设备出现问题时，由区域客服人员及时赶赴现场，为客户提供支持

服务。 

根据保修期限划分，公司提供的技术服务又可分为保内服务和保外服务。保内服务为免费服务，主要服务内容为保修期
内的技术咨询、故障处理和维护维修等；保外服务为收费服务，根据客户需求提供保修期外的维修服务及其他维护服务，包

括保修期外设备的运行维护、故障排除和维护检修，以及应客户要求协助维护其他厂商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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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驻场服务，公司将综合考虑技术复杂程度、服务期限、服务人数和服务地区等因素和客户签订独立的技术服务协议，

并按照约定的付款和对账时间进行结算。公司以驻场式服务满足客户对技术服务快速响应的需求，帮助客户解决设备在测试

或生产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提高了公司工业自动化设备和客户生产线的协作程度，增强了客户粘性，利于公司获得新的销

售机会。 

（4）行业发展状况 

公司主要从事工业自动化设备与配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
指引》（2012年修订），公司所处行业属于“C35专用设备制造业”；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公司

所处行业属于“C35专用设备制造业”。根据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知识产权局联合修订的《当前
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2011年度）》，公司所处行业属于“七、先进制造业”之“94、工业自动化”。 

①行业概况 

A.工业自动化行业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劳动人口数量的下降，劳动力供给拐点出现，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随

着我国政府提出的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未来人员工资水平将保持较快的增长态势，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直接影响制造

业企业的利润水平，尤其是自动化程度较低的企业，将受到更为严重的冲击。因此，必须加快自动化生产制造转型升级的速

度，在此时代背景下，工业自动化行业正迎来快速增长时期。 

由于自动化设备涉及诸多的下游行业，下游制造业的实际情况区别较大，对自动化设备的实际需求也各不相同，同行业

客户因各自产品生产工艺的不同导致其对自动化设备的要求也有很大差异，标准化生产设备无法有效满足不同企业的实际生
产需求，因此自动化设备生产厂商必须根据下游客户的实际情况进行定制化设计、生产才能满足客户定制化需求。 

近年来，全球自动化设备销售整体呈稳步增长态势。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统计，2001-2017年期间，全球工业

机器人销售量由7.8万台增长至38.1万台，复合增长率为10.42%，预计2019年销量将达到41.4万台，2017年至2019年的复合增

长率超过12%。消费电子行业和汽车制造业对自动化设备需求长期处于较高水平，2015年全球消费电子业和汽车制造业的自
动化设备销售量分别占全球自动化设备销售量的25.41%和38.39%。消费电子行业和汽车制造业是自动化设备制造业的两大

下游行业，对自动化行业增长具有重大影响。 

工控网《2019中国自动化及智能制造市场白皮书》统计数据显示，我国自动化及工业控制市场规模自2004年至2018年期
间，已从652亿元人民币增长至1,830亿元人民币，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7.65%。201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使用量达到6.67万台，

超过全球销量四分之一，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2016年我国工业机器人产量达到7.24万台，同比增长34.30%。根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三部委联合印发了《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预计至2020年，

我国工业机器人年产量将达到10万台，2016年至2020年年均复合增长率为8.41%。由此可见，我国自动化市场前景广阔。 

B.自动化测试行业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居民消费升级，电子产品更新换代速度加快，并使智能化、便携化、小型化、复杂化、集成化成为
电子产品的普遍发展趋势，也促使电子产品生产厂商增加了对中高端电子产品测试设备的市场需求。与此同时，随着自动化

控制技术、精密测量技术、仿真技术、传动技术快速兴起，电子产品测试设备向自动化、智能化、精密化、柔性化、多功能

化方向升级的趋势愈加明显。以自动化、智能化为主导的中高端电子产品测试设备在逐步打开市场空间，中低端测试设备将

逐步被淘汰，自动化测试设备融入电子产品生产线将成为市场主流。 

②下游市场供求状况及变化趋势 

随着社会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智能化快速发展及居民消费升级转型，促进了国民经济各行业电子化、数字化程度

加深，相关电子产品市场需求迅速扩大，推动了电子产品制造商的产能扩张及制造升级，进一步加快了电子产品自动化设备
需求的释放。下游消费电子、汽车电子、医疗电子、工业电子等产品的市场需求迅猛增长是近几年电子行业自动化设备快速

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A.消费电子市场 

在移动通信技术高速发展的推动下，移动终端作为电子工业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功能用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移动终端向智能化、集约化发展的趋势日渐明显，使其成为生活和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电子元器件生产技术的发展

以及消费者对移动终端要求的不断提升，促使消费电子产品升级换代周期越来越短，相应的产线更新也逐渐频繁，相应的自

动化设备更新需求也将保持持续增长态势。 

智能手机市场：智能手机是移动终端领域中销售规模最大的电子产品，IDC的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

量达到了14.05亿部，较2011年的4.95亿部增长近9亿部；预计2022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将达到16.79亿部。未来随着发展中

国家的经济进一步发展和通信技术条件改善，全球范围内智能手机的销售规模将进一步上升，市场前景广阔。 

智能可穿戴设备市场：智能可穿戴设备是指集硬件、软件、传感技术、数据分析等于一体，能够直接穿戴在人体，或者

能整合到服装而具有特殊功能的智能设备。智能可穿戴设备种类繁多，包括了智能手表、智能手环、智能眼镜、智能头盔、

智能服装等新一类个人消费电子产品，为个人用户提供工作、生活、娱乐上的便捷体验。IDC发布的研究报告数据，2018年

全球可穿戴设备出货量达1.72亿部，较2017年的1.15亿部增长49.22%，预计2020年将达到约2.19亿部。 

智能可穿戴设备具有体积小、内置传感器多、内部结构复杂的特点，相较于智能手机具有加工精度高、测试难度大的特

点，智能可穿戴设备市场规模快速增长也将明显带动工业自动化行业市场需求的增长。 

平板电脑市场：平板电脑的出现引导改变了电子产品消费习惯，调研机构eMarketer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全球约有8.43

亿人每月至少使用一次平板电脑，占互联网用户的28.9%，相当于世界总人口的11.8%，预计到2018年，这一数字将上升至

14亿以上，不断增加的用户数量是未来平板电脑销量增长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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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汽车电子市场 

汽车电子渗透率提高，市场规模快速增长：近年来，汽车制造技术由传统的机械控制系统向电子控制系统过渡，同时消

费者对减少功耗、降低排放，提高安全性、方便性和舒适性的要求不断提高。在此背景下，汽车电子已经成为电子产品的重
要应用市场。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整车汽车电子的装配率也在不断提高，汽车电子产品的应用日益广泛。《2017年中

国汽车电子行业白皮书》数据显示，电子产品装置的平均成本已经占整车成本的20%左右，高档车达到50%甚至60%以上，
而纯电动车的汽车电子成本占比达到65%。市场研究机构Fractovia的报告数据显示，2016年全球汽车电子产值达到2,063.3亿

美元，到2024年预计增长至3,900亿美元。 

新能源汽车普及，自动化设备需求同步增长：随着社会对环境保护、节能降耗的日益重视，节能、减排、低耗已成为汽

车工业发展的焦点。推进传统汽车节能减排和新能源汽车产业化，亦成为汽车产业亟须解决的课题，为此各国相继出台了一

系列的汽车行业节能减排产业政策，并且德国计划从2030年开始不再批准新的燃油车上路，英国和法国也宣布从2040年开始

全面禁止销售汽油和柴油车，挪威和荷兰等国家也纷纷发布了燃油车禁售时间表。2017年9月，我国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在

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国际论坛上表示，我国工信部已经启动了燃油车退出时间的相关研究。因此，传统燃油汽车逐步退出市场
是大势所趋，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迫在眉睫。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数据，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由2011年的8,159辆增长至2018年的125.62万辆，复合增长率高达

105.35%，其中纯电动汽车总销量占新能源汽车总销量比例达到78.31%。2017年4月工信部、发改委、科技部联合印发的《汽
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指出，到2020年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要达到200万辆以上，到2025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汽车销量比

例要达到20%以上。未来几年新能源汽车行业市场空间将进一步扩大。 

新能源汽车的电子化程度远超过传统汽车，其中纯电动汽车的电子化程度最深，新能源汽车比传统汽车更为注重电子器

件的加工和测试，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持续推广及新能源汽车配套设施的完善，汽车电子相关自动化设备需求将同步增长。 

C.医疗电子市场 

由于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的改善和个人卫生费用投入的快速提高，医疗设备市场需求呈现增长迅速态势。现代电子技术、

信息技术在医疗领域的应用推动了诊断、分析、治疗过程的便利化，促进了各种医疗设备的更新升级，医疗机构用大型医疗
设备以及家用医疗设备已经逐渐开始普及，功能多样的移动医疗设备不断涌现，医疗电子市场规模在逐步扩大。由于医疗电

子设备在精确度、安全性等方面要求更高，医疗器械电子化、智能化趋势将推动医疗电子产品自动化设备行业增长。 

根据Evaluate Med Tech的统计数据，2015年全球医疗器械销售规模达到3,710亿美元，预计到2022年将增长至5,298亿美

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5.22%。 

我国医疗器械行业将受益于整个医疗基础设施扩容所带来的利好，《中国医疗器械蓝皮书（2019版）》数据显示，2018

年中国医疗器械市场销售规模约为5,304亿元，较2017年的4,425亿元增长了19.86%，医疗器械行业近十年保持了高速的增长
态势。 

D.工业电子市场 

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工业电子行业中的服务器。近年来，互联网对人类生活方式的影响进一步深化，塑造了全新的社会
生活形态，改变着人类日常生活。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为核心的云服务器需求随着互联网的深化呈现爆发式增

长。电子产品测试行业作为服务器生产上游行业，将受益于云服务器市场快速增长。根据Gartner的数据显示，到2020年，
全球服务器市场规模将达到580亿美元。中国服务器市场随中国云计算服务的需求快速增长，以微软、阿里巴巴、腾讯等为

代表的云计算服务商在中国快速拓展云计算业务，中国将成为国际第二大云计算和数据中心基地。 

③行业的周期性 

自动化设备当前主要应用于电子产品的组装和测试，受消费类电子和汽车电子市场需求影响较大，而消费类电子产品市

场、汽车电子市场等与宏观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因此本行业随宏观经济变化而波动，存在一定的周期性，但随着下游产品的
不断创新和丰富，覆盖领域逐步扩张，行业的周期性特点有所弱化。 

自动化测试为公司传统优势领域，产品系列全面丰富，产品覆盖了射频、声学、电学、光学等诸多领域，其中ICT测试
设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公司自主研发了ICT测试设备的设计和开发平台，有效降低设备设计难度、提高设计效率，可及时

为客户提供复杂的软硬件定制化方案，满足客户前沿产品的测试需求；公司与业界测试平台供应商（如Keysight Technologies、
Teradyne）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开发关系，深度优化并提高产品的测试覆盖率和精确度。同时公司是全球知名服务器品牌商戴

尔、思科和惠普ICT测试设备的主要供应商，合作时间均超过十年，合作关系持续、稳定。 

自动化组装为公司重点发展方向，公司将顺应智能制造的时代趋势，加大研发投入、丰富产品类型，以提高效率、减少

人工为目标，大力开发自动化、智能化组装设备，并依托现有的国际化客户资源优势，将产品系列快速拓展至自动化组装领

域，扩大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力。 

未来公司将继续加大在下游应用领域的研发投入和产业布局，拓宽和丰富自动化前沿技术在测试和组装领域的应用场

景，不断推陈出新，完善自身工业自动化设备产品线，为公司进一步扩大产能、开拓市场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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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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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否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元） 824,939,964.66 687,399,287.48 20.01% 482,232,159.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0,419,732.45 111,623,949.00 34.76% 32,425,127.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44,625,093.15 113,999,815.11 26.86% 64,416,778.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6,006,295.18 28,253,439.82 558.35% 75,909,078.8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89 2.17 33.18% 0.6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89 2.17 33.18% 0.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61% 34.23% -1.62% 13.26%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总资产（元） 741,090,424.64 604,829,590.06 22.53% 403,131,194.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34,302,746.35 394,877,236.06 35.31% 247,581,99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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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936,746.77 165,543,819.96 251,645,733.12 167,813,664.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057,092.11 17,225,658.37 59,467,741.31 17,669,240.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5,694,843.38 14,241,085.97 58,824,859.40 15,864,304.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676,622.80 29,392,284.70 50,676,451.04 64,260,93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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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5,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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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兆春 境内自然人 31.09% 16,200,000 16,200,000   

付林 境内自然人 23.32% 12,150,000 12,150,000   

成君 境内自然人 15.55% 8,100,000 8,100,000   

陈均 境内自然人 7.77% 4,050,000 4,050,000   

王凯 境内自然人 4.32% 2,250,000 2,250,000   

曾宪之 境内自然人 4.32% 2,250,000 2,250,000   

浙江衢州利佰 其他 4.03% 2,100,000 2,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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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慧金股权投
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珠海横琴博航

投资咨询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3.84% 2,000,000 2,000,000   

珠海横琴博望

投资咨询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2.88% 1,500,000 1,500,000   

珠海横琴博展
投资咨询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2.88% 1,500,000 1,5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王兆春、付林、成君三人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王兆春为博航投资、博望投资、博展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通过博航投资、博望投资、
博展投资合计间接持有公司股数 201.09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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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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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公司继续本着“不断创造价值、共同实现梦想”的核心价值观，坚持“为顾客创造价值，为员工创造机会，为股
东创造效益”的经营宗旨，遵循“以人为本、遵章守法、节能减污、质量第一、持续改进”的管理方针要求，发展自主知识产

权，贴近市场，发掘、引导客户需求，继续保持技术创新领先势头。其中在线式全自动点胶机、玻璃光学检测设备、自动打

包机等项目研发成功，实现了小批量生产。 

报告期内，凭借良好的产品质量、强大的自主研发实力、快速响应的售后服务等优势，与多家国际知名企业维持稳固的
合作。公司产品的技术水平、质量均获得了客户的认同，优质的客户资源不仅为公司带来了稳定的营业收入，而且提升了公

司产品品牌市场知名度，为公司长期持续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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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2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0%；实现营业利润1.6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9%；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5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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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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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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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年度报告“第十二节 五、44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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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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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兆春 

2020 年 4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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