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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20                               证券简称：毅昌股份                               公告编号：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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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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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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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毅昌股份 股票代码 002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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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昌焱  

办公地址 
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科丰路

29 号 
 

电话 020-32200889  

电子信箱 zhengquan@echom.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主要是从事家电、汽车结构件及消毒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的企业，坚持发展自主创新技术，产品主要是

数字智能终端，及应用于家电及汽车等的各类外观结构部件。毅昌科技坚持以“科技立国，设计兴国”的发展理念，探索出独

具特色的将工业设计(Design)、三精制造(Manufacture)、五星服务(Service)相结合的DMS创新产业模式——即以工业设计为

主导，融合信息化技术，对新兴科技、创新设计、先进工艺、自动化生产和现代化管理等多方面进行集成创新，毅昌围绕

DMS模式，将自身研发与制造的优势转化为快速、全面的服务体系，为200多家中小型企业搭建技术创新公共服务平台，为

客户提供增值服务的整体解决方案。 

公司的经营模式为订单驱动型发展模式，以设计和服务拉动客户订单需求、以订单指导采购、生产等各个环节。通过提

供从设计、精益制造到服务的一整套方案，让客户体验更美好的科技生活，从而带动企业的业绩增长。 

（二）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和积淀，公司在电视机外观结构件行业内的市场占有率稳居前茅。但随着近年来公司所属行业呈现

出的市场化程度高、产品同质化竞争激烈的特点，同时，下游家电行业市场保有量逐步接近饱和、消费引擎动力不足，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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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盈利空间受到压缩。因此，公司积极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在现有主营业务上寻求产品的升级改良，在智能制造方面，

公司重点布局、研究及开发智能终端显示业务，通过外延发展迅速整合优质内容资源，积极对外寻求合作，加强产业链整合

力度，布局互联网电视领域，推出专门针对互联网的品牌战略，提升产品的利润空间。 

根据奥维云网发布的《2020中国彩电市场总结报告》，202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破了中国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节奏，企业的未来和消费的环境都迎来变化。2020年疫情对中国企业和消费的主要影响：1、疫情严重冲击了生

产经营，企业面临成本增加的风险2、疫情加速了资源向头部企业集中，中小微企业遭遇生存考验3、疫情加深了财富的两级

分化，消费谨慎性加强4、疫情永久的改变了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习惯和消费偏好。中国市场经过60多年的发展，行业从增量

市场的新增需求和二次购买需求向存量市场的更新换代需求转变，中国彩电需求动力换挡，行业需求模型从哑铃型向纺锤型

转变。2020年中国彩电市场在疫情冲击和存量竞争的双重压力之下，市场规模出现断崖式下降，全年零售量4450万台，同比

下降9.1%，零售额1209亿元，同比下降11.7%。目前的彩电市场，技术在发展，环境在变化，需求更多样，行业变化和消费

需求驱动着消费场景和服务的不断升级。面对这些新挑战，公司应该深耕当地，通过因地制宜开发出当地人喜爱的产品，在

与各种品牌的较量中站稳脚跟。通过完善供应链体系，与当地开展合作共赢，加快本土化进程。在品牌定位上，要努力由中

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重塑品牌的核心竞争力。在市场布局、品牌建设、销售渠道、售后服务等方面进行系统优化。在曲

折的道路上，找准定位，在新时代、新赛场地海外市场迸发蓬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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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3,063,213,119.75 3,514,813,978.31 -12.85% 4,899,126,828.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845,435.23 134,138,240.61 -50.91% -813,674,954.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851,160.52 -129,963,574.00 127.59% -810,006,179.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2,463,683.14 -37,396,323.81 -227.48% 473,331,144.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33 -51.52% -2.029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33 -51.52% -2.02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31% 30.85% -18.54% -105.00%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2,092,765,360.57 2,176,773,466.55 -3.86% 2,731,142,098.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67,721,008.03 501,875,572.80 13.12% 367,737,33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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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2,258,742.90 788,962,434.30 687,861,598.07 944,130,344.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027,706.82 24,148,953.41 8,460,898.57 21,207,876.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48,584.77 15,067,158.45 6,196,030.82 13,339,386.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322,036.04 -48,606,790.82 31,904,367.39 -45,439,22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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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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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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17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7,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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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金技术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5.98% 104,198,900    

谢金成 境内自然人 3.00% 12,046,000 9,034,500   

胡玉兰 境内自然人 1.95% 7,810,000    

广东毅昌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8% 7,519,100    

徐爱云 境内自然人 1.32% 5,308,100    

陈惜如 境内自然人 0.96% 3,852,200    

胡俊娥 境内自然人 0.66% 2,653,600    

袁颜 境内自然人 0.62% 2,505,617    

陈青玲 境内自然人 0.60% 2,426,001    

伍文彬 境内自然人 0.58% 2,325,94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谢金成是广东毅昌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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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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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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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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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是毅昌公司转型及发展最关键的一年，受全球疫情的影响，国内、国际经营形势空前严峻，产业业绩下行，

制造业经营压力进一步加剧，在董事会正确领导下，公司管理层及全体员工战疫情、拓市场、抓内控、定方向（战略），在

严峻的形势下，突破重重阻力，实现业绩的大反转，全面地完成了公司年初制定的经营目标。四季度在管理层和专业机构的

指导下，公司对前期战略执行结果进行总结回顾，并结合行业及市场发展，制定了“一稳增、两聚焦、三优化”的未来三年战

略思路，进一步明确公司未来发展的方向。 

2020年主要经营管理工作回顾： 

公司经营层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目标，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营销端狠抓市场开拓及商务管理 

商务管理端：进一步完善客户信用管控，所有客户导入前必须明确信用额度及账期，对超额度或账期的客户严格按

照制度要求从严管控，最大程度降低应收账款和存货呆滞风险；规范市场报价管理作业，保证公司产品销售毛利；对呆滞存

货和超期应收账款加大考核力度，由此产生的呆滞资金成本对业务人员及公司经营层双重考核，责任到人，全员参与管控，

降低经营风险。 

市场开拓端：2020年销售31亿，重点发展的业务实现了大额增长，优化了一部分需要转型的业务，营销系统2020年

优化客户数量35家，开发新客户42家，部分新客户已实现销售突破。安徽成功开拓BOE体系行业龙头企业；芜湖新开发新能

源汽车客户；江苏成功导入商显大客户，并推进了拼接屏业务；青岛继续加大传统白电和TV整机业务的拓展。 

（二）技术系统加大新品开发及创新力度 

按照年度规划，结合客户订单需求，一方面维护、稳定传统业务技术合作研发，改善制程水平，确保传统业务毛利

转化；另一方面技术系统持续加大新品开发及创新力度，为公司新业务的开拓提供支持： 

2020年技术系统持续关注基地，与制造、采购等部门配合营销系统推动降本工作，公司累计获得授权专利65项，其

中发明类2项，实用新型43项，外观设计20项。 

技术系统全年完成新项目调研17项，涉及新风口、新基建、大家电、新材料、新工艺、新型能源、智能养殖、医疗

健康等多个领域，技术系统与营销系统联动，助力公司新业务的开拓。 

完善技术系统激励机制，激发团队创新能力，同时技术系统转变思路，从自身创新向整合创新、到借船出海的方向

发展，在新兴结构件、商用显示及中控显示领域都有了较大的发展。 

（三）供应链系统加大资源整合能力 

2020年供应链系统进一步加大整合力度： 

完成广州园区供应链系统的整合，组织运营管理；优化总部供应链职能，完善集中采购职能，整合优势资源，推动

供应链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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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供应商分级、分类，有针对性的管理和整合供应商数量，通过供应商资源整合，获得供应商动态成本优势。推

动降本工作，实现资源支持，确保关键项目顺利投产。 

（四）制造系统提升整体制程能力 

2020年制造系统持续深化独立经营，实现制造成本的不断优化，进一步强化制程效率的提升，各工序直通率较前期

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报废损失得到有效控制，确保了客户订单毛利的转换。学习、对标先进企业的管理，强化内外部培训，

提升专业化制造能力，在制程效率与自动化改造方面有了较大突破；有效控制在制工单，持续跟进公司呆滞存货消化。 

按照公司战略规划，整合广州总部闲置资产，对闲置资产进行转移和处置，确保公司利益最大化；在全公司范围内

推动智能装备项目，同时对基地的优秀提效方案进行推广。 

（五）财务系统加强内控管理及拓展融资工作 

充分利用预算、BOM管控工具，结合内控管理要求设置专项，每月稽核各子公司、各部门实施情况，及时反馈、通

报并纠偏，让内控管理、全面预算等理念深入到中基层。 

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满足公司日常运营资金需求，同时充分与营销、供应链紧密互动，对公司资金的使用进行筹

划，确保资金链安全。 

（六）人力系统持续提升人员效率 

2020年优化整合公司非一线人员结构，完善了非一线激励体系，提升了员工工作效率；同时在人力服务职能、文化

建设、凝聚力打造、定向专业化培训方面均有了一定提升。 

加大集团安全生产管理水平，严厉惩处违反安全生产的行为，推动各基地团队文化建设的计划与实施，提升了员工

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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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电视机一体机 755,465,841.26 80,070,497.70 10.60% -6.38% -6.04% 0.04% 

电视机结构件 503,210,009.96 66,627,033.29 13.24% -23.50% -27.86% -4.51% 

白电结构件 688,429,052.28 16,666,622.97 2.42% 14.76% -67.66% -2.10% 

汽车结构件 457,210,531.87 85,708,330.20 18.75% 5.82% 14.49%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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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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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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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会计政策变更及依据 

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本公司于2020年1月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新收入准则取代了财政部于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15号—建造合同》(统称

“原收入准则”)。在原收入准则下，本公司以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新收入准则引入了收入确认计量

的“五步法”，并针对特定交易或事项提供了更多的指引，在新收入准则下，本公司以控制权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

准，具体收入确认和计量的会计政策参见附注三、（二十四）。 

本公司对收入来源及客户合约流程进行复核以评估新收入准则对财务报表的影响。本公司的收入主要为销售商品取得

的收入，且公司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于与客户签订的核定价格的商品销售合同，收入仍于向客户交付时点确认。采用新收入准

则对本公司除财务报表列报以外无重大影响。 

本公司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计影响数，调整2020年1月1日的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

信息不予调整，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进行调整。 

2.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2020年1月1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目 资产负债表 

2019年12月31日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响 2020年1月1日 

预收款项 50,676,471.08 -50,676,471.08  

合同负债  46,435,414.84 46,435,414.84 

其他流动负债  4,241,056.24 4,241,056.24 

3.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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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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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鸿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广州锴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于 2020 年 3月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本期合并期间为 

2020年3-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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