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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16                           证券简称：深南电路                           公告编号：2020-085 

深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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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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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南电路 股票代码 002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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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丽君 谢丹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侨城东路 99 号 5 楼 深圳市南山区侨城东路 99 号 5 楼 

电话 0755-86095188 0755-86095188 

电子信箱 stock@scc.com.cn stock@scc.com.cn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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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915,402,168.00 4,791,542,068.44 23.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24,318,191.77 471,042,754.69 53.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64,853,463.21 439,275,747.69 51.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03,840,341.29 470,684,655.84 70.7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52 0.99 53.54% 



深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52 0.99 53.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81% 12.08%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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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74,360,806.76 12,219,367,752.05 12.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546,770,038.57 5,000,803,881.38 10.9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3,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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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航国际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8.76% 328,068,670 328,068,67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3.95% 18,862,018 0   

GIC PRIVATE 
LIMITED 

境外法人 0.95% 4,546,241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夏中证5G

通信主题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52% 2,476,616 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

六组合 
其他 0.47% 2,222,887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工银瑞信互

联网加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45% 2,138,185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

八组合 
其他 0.35% 1,687,738 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分红－

个人分红

-005L-FH002 深 

其他 0.33% 1,583,908 0   

中国人寿保险（集

团）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 

其他 0.26% 1,232,357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博时中证央

企结构调整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26% 1,217,63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 10 名股东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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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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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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2020年上半年，面临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中美经贸摩擦加剧的双重影响，全球宏观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大幅增加，经济运

行压力加大，电子行业格局分化，为PCB行业及企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与契机。 

（一）公司所处的行业情况 

1、印制电路板（含封装基板）行业情况 

PCB行业属于电子信息产品制造的基础产业，与宏观经济周期相关性较高。据Prismark2020年Q1报告指出，受新冠疫情

及中美经贸摩擦等因素影响，PCB行业短期出现了较大幅度波动，预计2020年全球行业产值将同比下滑约4.9%；但从中长期

看，PCB行业仍将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预测2019年至2024年全球PCB产值的年复合增长率约为4.3%。  

从下游应用市场看，未来通信、服务器和数据存储、新能源和智能驾驶等市场会成为PCB行业重要增长点。从产品结构

看，多层板、封装基板等产品会保持较高成长率。根据Prismark预测，多层板、HDI和封装基板2019-2024年的复合增长率将

达到4.0%、5.9%和6.5%。 

2019-2024年PCB产业发展情况预测 

单位：百万美元 

类型/年份 2019 2020（预测） 2024（预测） 2019-2024（预测） 

产值 同比 产值 产值 复合增长率 

美洲 2,763 2.50% 2,832 3,173 2.80% 

欧洲 1,820 -11.60% 1,609 1,971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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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5,288 -2.90% 5,133 6,143 3.00% 

中国 32,942 -5.60% 31,092 41,770 4.90% 

亚洲（日本、中国除外） 18,498 -4.80% 17,612 22,789 4.30% 

合计 61,311 -4.90% 58,278 75,846 4.30% 

资料来源：Prismark，2020Q1 

 

2、电子装联行业发展状况 

电子装联在行业上属于EMS（Electronic Manufacturing Services，电子制造服务）行业，行业狭义上指为各类电子产品提

供制造服务的产业，代表制造环节的外包。目前全球EMS行业的市场集中度相对较高，国际上领先的EMS厂商均具备为品

牌商客户提供涵盖电子产品设计、工程开发、原材料采购和管理、生产制造、测试及售后服务等多项除品牌销售以外服务的

能力。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电子市场。近年来，伴随科技创新带动电子产品升级、需求增加，以及国内自主品牌电子产品设

计、制造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大陆地区本土EMS厂商蓬勃发展，已形成国际大型EMS企业和本土领先EMS企业相互竞争、

共同发展的格局。 

 

（二）公司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落实“3-In-One”战略，快速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在积极抗疫的同时，快速推动复工复产，快速响应

客户需求，在宏观经济和电子产业部分下游市场承压的情况下，各项业务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增长。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59.15亿元，同比增长23.4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24亿元，同比增长53.77%。 

 

1、印制电路板业务稳定增长，盈利能力持续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PCB业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43.05亿元，同比增长22.02%，占公司营业总收入的72.78%；毛利率27.56%，

同比提升3.08个百分点；通信、数据中心、医疗设备等下游领域需求持续提升，相关业务收入实现稳定增长。根据工信部数

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全国新建5G通信基站25.7万站。公司5G通信PCB产品紧跟客户需求变化，在客户端保持稳定的市场

份额；国内数据中心大客户开发进展顺利，逐步转入大批量生产。 

公司可转债募投项目南通数通二期PCB工厂于2020年3月投入生产，目前爬坡进展顺利；原有工厂持续开展技术改造及

智能化改造，提升产出效率。基于新增工厂产能贡献及原有工厂技术改造释放部分产能，公司PCB业务产出持续攀升，各项

工作稳步开展并达成既定目标。 

 

2、封装基板业务收入持续增长，存储客户开发进展顺利 

报告期内，公司封装基板业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7.51亿元，同比增长50.07%，占公司营业总收入的12.70%；毛利率28.49%，

同比提升0.67个百分点。 

公司封装基板业务以MEMS-MIC、指纹模块等拳头产品为基础，发展射频模块为新优势产品，并快速推进存储等产品

开发。公司深圳基板工厂持续开展技术改造，产出能力不断攀升；无锡基板工厂主要面向存储领域，于2019年6月连线试生

产，目前仍处于产能爬坡阶段，客户开发较为顺利，部分客户已进入量产阶段。此外，公司也持续聚焦开发精细线路能力，

快速推进FC-CSP产品孵化，力求形成新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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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电子装联业务紧抓医疗等市场机会，保持稳定经营 

报告期内，公司电子装联业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5.89亿元，同比增长3.24%，占公司营业总收入的9.95%；毛利率18.34%，

同比提升0.84个百分点。 

公司电子装联业务在行业上属于EMS（Electronic Manufacturing Services，电子制造服务）行业，供应链相对较为复杂，

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部分供应商复工复产较晚，客户需求及国际贸易受到冲击，该行业在上半年受外部环境一定影

响，但公司敏锐把握疫情下医疗等市场机会并实现重点突破。同时，通过精益管理、自动化建设、供应链整合等多项举措，

公司持续提升业务产出效率，不断改善项目管理和内部运营能力。2020年上半年，PCBA业务整体保持稳定经营。 

 

4、持续推进管理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工厂建设，提高运营管理效率 

报告期内，公司以数字化建设为突破口，持续推动管理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制造落地，优化升级运营管理体系，着力打造

基于智能制造的先进运营管理模式。 

一方面，公司重点开展质量、供应链、财务、人力资源等方面的管理数字化工作，基于流程及底层数据架构，积极推进

系统梳理和优化，不断提升管理效率，增强企业活力；另一方面，公司持续推动三项业务原有工厂的智能化改造专项工作，

提升工厂运营效率，增加产出能力，同时着力打造南通数通二期智能化工厂并于报告期内投产，切实推动企业智能制造转型

升级。 

 

5、快速应对疫情，在抗疫常态化下有序开展经营工作 

2020年1月下旬，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骤然爆发，公司快速响应，建立抗疫工作小组，制定紧急预案，并对三地园区进行

封闭式管理；制定“逐步返司、逐步隔离、逐步复工、逐步上岗”的复工原则，对不同类别的员工采取不同的返岗管理方式。

在疫情胶着期间，公司紧急支援医疗、通信等客户需求，并获得客户及社会高度肯定。无锡深南获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

击战优秀青年突击队”荣誉称号。2020年3月初，公司广东深圳、江苏无锡和南通三大生产基地基本恢复稳定生产，在抗疫常

态化下积极有序开展经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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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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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规定，公司对上

述新规则予以执行并变更相应会计政策，不会对公司当期及前期的净利润、总资产和净资产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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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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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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