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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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7971487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红利 0.4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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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固锝 股票代码 002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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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滕有西  

办公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通安镇华金路 200 号  

电话 0512-68188888-2079  

电子信箱 y.x.teng@goodark.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自成立以来，专注于半导体整流器件芯片、功率二极管、整流桥和IC封装测试领域。公司已经拥

有从产品设计到最终产品研发、制造的整套解决方案。整流二极体全球第一梯队的公司的大部分二极体均

出自于苏州固锝公司的员工之手，在二极管制造方面公司具有世界一流水平，其芯片两千多种规格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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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掌握在公司手中。整流二极管销售额连续十多年居中国前列。 

公司在半导体整流器件二极管企业中具有从前端芯片的自主开发到后端成品的各种封装技术，形成了

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主要产品包括汽车整流二极管、功率模块、整流二极管芯片、硅整流二极管、开关二

极管、稳压二极管、微型桥堆、军用熔断丝、光伏旁路模块、无引脚集成电路产品和分立器件产品等。共

有50多个系列、3000多个品种。产品广泛应用在5G、航空航天、电力电子、消费类电子、安防、工控、汽

车电子、绿色照明、新能源以及大型设备的电源装置等许多领域。设计、研发太阳能电池用银浆以及各种

电子浆料，研发并规模化生产物联网领域各种新型传感器。 

 公司拥有MEMS-CMOS三维集成制造平台技术及八吋晶圆级封装技术从而增强公司的研发实力，将公

司技术水平由目前的国内先进提升至国际先进水平。 

 公司遵循“半导体一站式超市”的经营模式，倡导“绿色经营”的发展理念，长期采取自主销售、代理商

销售和OEM/ODM的销售经营模式相结合的营销模式。坚持技术创新，不断推出满足市场需求、高科技及

高附加价值产品，使公司产品技术继续保持行业领先水平。 

 2019年，在“新能源”领域，控股子公司苏州晶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情况良好，太阳能正极银浆

实现了年出货量230吨新突破，同时2020年公司新厂房也计划投产使用，为成为行业的领跑者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5·30光伏新政后,根据行业技术路线由多晶为主转向单晶PERC电池银浆的技术开发与提高，销售

从以多晶为主转向单多晶并重，产品种类突破单一品种，为HIT、叠瓦和TOPcon银浆推向市场提供技术保

证；营销方面，加强对大、中型客户的推广力度，已有数家排名前十的客户进入大批量供货阶段，客户层

级和市场占有率得到了提升。 

  同时“物联网”领域公司也取得了明显突破，参股公司苏州明皜传感科技有限公司的加速度传感器销量

继续保持中国第一，领跑国内重力加速度传感器行业。同时公司一直秉承自主知识产权的研发，产品种类

不断创新，产品性能不断提升，客户群体走向中高，并成为国内知名品牌的优秀供应商。种类上从单一的

重力加速度传感器到组合智能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和硅麦等复合多元化拓展。未来的战略上，2019年完成

B轮融资6500万元后，明皜将立足中国走向世界，努力打造成为中国第一、世界领先的传感器及传感技术

解决方案的公司。 

     马来西亚全资子公司AICS，2019年的投资项目已经全部完成，目前公司通过狠抓品质和管理，同时利

用中美贸易摩擦的机遇，抓住国际第一集团军的合作机遇进行集团的全面整合资源及全球化战略发展规

划，为实现集团的整体战略部署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二）行业发展情况 

     请详见《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中的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中的“九、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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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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 √ 否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1,980,553,309.06 1,885,325,487.13 5.05% 1,854,591,461.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6,454,137.86 94,550,523.55 2.01% 104,696,977.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8,728,598.25 113,203,662.96 -30.45% 89,212,387.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1,192,138.71 142,317,782.85 34.34% 151,036,844.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25 0.1299 2.00% 0.14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25 0.1299 2.00% 0.14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78% 6.00% -0.22% 7.02%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2,243,800,973.69 2,054,372,515.16 9.22% 1,981,009,691.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22,576,649.90 1,613,643,258.13 6.75% 1,532,231,06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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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822,541.43 487,302,972.93 609,249,437.07 460,178,357.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336,477.67 27,737,323.61 39,422,460.07 11,957,876.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658,949.51 25,502,157.40 40,004,135.47 -436,644.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724,208.17 -42,016,118.72 42,060,215.53 119,423,83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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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86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9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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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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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通博电子

器材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4.28% 249,577,429  质押 15,500,000 

润福贸易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4.07% 29,650,995  质押 27,000,000 

梁水滦 境内自然人 0.69% 5,051,137    

肖孟佳 境内自然人 0.64% 4,691,482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国

泰 CES 半导体

行业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48% 3,519,000    

倪玉生 境内自然人 0.43% 3,149,800    

韩秋平 境外自然人 0.37% 2,700,000    

陈红献 境内自然人 0.34% 2,508,100    

秦皇岛宏兴钢

铁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4% 2,460,418    

余茂松 境内自然人 0.25% 1,829,89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股东肖孟佳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4,039,900

股；股东倪玉生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14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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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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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2019年6月至7月，吴念博与杨小平等28名自然人股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受让其持有的苏州通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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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8%的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吴念博共持有苏州通博90.25%的股份。截至本年度报告出具日，上

述股权转让尚未完成工商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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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集团公司持续落实“诚信·品质年”。同时也是公司实践中国式管理——“家”文化管理模式：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诠释实践，并在知行合一的道路上越走越欢喜的第十个年头。 

2019年，我们始终秉持“内求·利他”的家训，持续实践中国式“家”文化管理模式的同时，全面落实吴

念博董事长倡导的 “人人是安全员、人人是工程师、人人是品管员、人人是工务员、人人是清洁工”的五个

人人活动，以“精益改善”为契机结合中华传统文化底蕴的“至善治理”的项目改善活动，全面推进“减少浪费、

降低成本”的生产经营管理模式，通过“反腐倡廉”、“支部建在连队”、“诚信品质月”等特色的管理项目，提

升了整体管理水平。在董事会的领导下，以及全体家人共同努力下，着力发展汽车电子产品、新能源LOWVF

产品、5G通讯元器件、高压碳化硅产品的研发生产，制造工艺和工程全面加速向着系统化、信息化、智能

化及自动化前进，汽车产品销售稳步增长。 

2019年度，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198,055.3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05% ，实现利润总额为16,288.37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23% ，实现净利润为13,756.3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0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645.41万元，较去年同期相比增长2.01%；实现基本每股收益0.1325元，较去年同期相

比增长2.00%。 

2019年度公司被评为“2018年功率器件十强”、“2018年综合贡献特等奖”；董事长吴念博先生被评为2019

博鳌儒商卓越人物，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颁发吴念博董事长为中国民营企业文化建设突出贡献人物。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滕有西先生再次当选新财富金牌董秘的专家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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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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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集成电路 254,688,429.84 17,335,394.39 6.81% 12.15% -26.43% -3.57% 

分立器件 755,472,563.88 156,365,438.02 20.70% -12.24% -4.03% 1.77% 

传感器 709,434.80 266,007.58 37.50% 15.49% 24.70% 2.77% 

新能源材料 968,953,126.30 170,091,517.70 17.55% 21.71% 8.79%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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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财政部分别于2019年4月30日和2019年9月19日 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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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

1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2、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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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

列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对于首次执行日尚未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之前的确认和计量与修订后的准

则要求不一致的，应当追溯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

本公司将因追溯调整产生的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 

具体内容详见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五 、34、“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未发生重要的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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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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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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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念博  

       二○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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