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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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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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未来实施权益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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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洁科技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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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马玉燕

办公地址

苏州市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香山街道孙武路 2011 号

电话

0512-66316043

电子信箱

zhengquan@anjiesz.com

002635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为研发、生产与销售精密功能性器件、精密结构件和模组类等智能终端零组件产品，产品用
于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一体机、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新能源汽车、信息存储设备、5G通讯
等终端产品。随着公司与客户战略合作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公司配套的精密功能件和精密结构件产品种类更加
多样化，复杂度不断增加。在公司的发展过程中，从核心的模切业务不断扩展金属结构件、模组类、FATP业务，
公司通过与终端品牌客户的合作，不断迭代技术开发和生产制造能力。公司从消费电子起步，逐步横向扩展新
能源汽车、信息存储、5G通讯等领域，从单类零部件供应商进化为多业务协同的平台型公司。
1、消费电子领域
（1）消费电子精密功能性器件
公司在原有业务的基础上不断向上游新材料领域发展，使得公司的产品由单一组件向模组类升级。在精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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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件等新工艺的项目拓展上，取得了较大进展。公司引进先进的自动化生产线和AOI检测等设备，提升了产品
的稳定性和生产效率。
（2）消费电子精密结构件
公司从事生产精密金属零件，具有冲压、锻造、CNC加工、金属打磨、激光雕刻、粉末冶金（MIM）、纳米
注塑、金属喷砂、阳极氧化、平面研磨、产品点胶组装等金属精密结构件所需工艺能力，主要产品是按键、卡
托、摄像头装饰圈、硬盘外壳等，主要运用于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信息存储、新能源汽车等。
（3）3D热压复合板材后盖
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5G商用部署的到来，移动通信、无线充电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融合，3D热
压复合板材后盖成为中低端5G手机背板去金属化的主流方案，
以3D热压复合板材为主的结构件业务则有望在5G
智能手机往中低端市场加速渗透的趋势下迎来快速成长。
（4）消费电子无线充电模组
公司不断扩充消费电子无线充电模组产业链，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研发、设计、生产、组装、测试的消费电
子无线充电模组整体解决方案。
2、新能源汽车领域
公司为新能源汽车国际客户提供配套精密功能性器件、精密金属零件和模组。随着公司新能源国际客户的国
产化，客户国内工厂的投产将给公司带来更多机会，公司配合客户新产品打样及交货更加方便快捷。新能源电
动汽车作为公司战略发展产业，公司将根据客户业务量需求增加扩建生产线，为新能源汽车业务订单的快速增
长而做准备，新能源汽车业务新产品单机价值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公司利用多年来在电子行业积累的软硬件技术优势，切入新能源汽车大功率无线充电系统等新产品开发和生
产，实现公司在新能源汽车多元化产品线。
3、信息存储领域
信息存储设备是云计算和云存储不可或缺的主要硬件，云计算和云存储的迅速发展拉动了信息存储设备的
市场需求。IDC行业的发展对信息存储硬盘相关精密金属件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公司在硬盘顶盖、磁盘夹具、
磁盘分离器等精密金属零件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公司将扩展信息存储硬盘驱动器臂组件业务，公司将抓住
市场机会，稳步推进信息存储硬盘相关核心金属结构件业务发展，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抢占有利的位置。
4、5G通信领域
随着5G通信行业的技术进步和市场发展，射频器件和5G天线等通信领域具有广阔市场空间，2020年公司不
断开发射频器件和5G天线等5G相关的通信领域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采用设计+生产+销售的经营模式，以销定产，根据客户订单安排生产。随着消费电子产品
更新速度加快，个性化需求越来越强，终端客户对功能件、结构件、模组类产品生产企业的设计研发能力、生
产工艺水平、产品品质及快速供货能力等要求越来越高。公司紧跟下游客户需求和市场的发展趋势，及时调整
工艺技术，培养具有持续创新能力的核心技术研发团队，不断加强技术的积累与创新，不断提升公司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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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2,905,309,763.51

3,136,135,980.79

-7.36%

3,554,259,001.14

468,491,881.28

-650,033,035.76

172.07%

547,493,479.18

66,703,559.03

-1,986,170,819.30

103.36%

-231,956,365.58

594,417,534.28

998,455,508.34

-40.47%

520,871,461.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1

-0.92

177.17%

0.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1

-0.92

177.17%

0.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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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21%

-10.41%

17.62%

7.96%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资产总额

7,327,018,193.54

6,930,388,247.25

5.72%

8,795,722,620.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981,995,305.59

5,683,906,713.85

5.24%

6,949,954,083.77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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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497,279.70

729,379,033.07

714,176,811.77

838,256,638.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7,803,384.20

288,675,658.70

8,690,978.14

33,321,860.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1,958,612.57

-1,783,200.42

21,527,980.23

-24,999,833.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6,122,712.36

73,529,979.06

100,656,985.97

284,107,85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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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
68,261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65,187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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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吕莉

境内自然人

32.17% 204,050,714

王春生

境内自然人

23.16% 146,900,000

练厚桂

境内自然人

1.15%

7,268,154

7,268,154

中车金证投资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0.98%

6,207,324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0.78%

4,946,988

0

苏州福欧克斯管理咨
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4%

2,145,400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
其他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0.23%

1,479,153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20%

1,274,850

0

王乾江

境内自然人

0.16%

1,000,000

0

0.16%

1,000,000

0

上海嘉恳资产管理有
其他
限公司－嘉恳兴丰 19

3

153,038,035
110,175,000
冻结

数量

7,268,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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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前十名股东中，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春生、吕莉夫妇与其他股东之间不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对于其他股东，公司未知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关
明
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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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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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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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行业多样化与区域多样化”的经营策略，采取多模式产品同时开发路径，着力于高水平
的新产品开发和技术创新，加快公司消费电子、新能源汽车和信息存储精密功能性器件和精密金属零件和模组
类产品市场拓展，加强无线充电、5G通讯领域的开发，持续通过信息化管理提升运营效率，推动公司持续增长，
实现公司长期稳定发展。
2020年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905,309,763.51元，较上年同期下降7.3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468,491,881.28元，较上年同期上升172.07%；基本每股收益0.71元，较上年同期上升177.17%。
公司专注于为中高端智能手机、一体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智能穿戴设备、智能家居、新能源汽车
产品和信息存储等终端产品配合研发和生产产品。公司通过坚持以客户为导向的经营策略，引导技术产业化的
应用，加大研发投入和自动化生产的建设，强化内部管理，提高产品品质和交付能力，为公司发展战略的实现
积极努力。
（二）报告期内，公司重要事项的进展情况如下：
1、非公开发行股票情况
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的相关事项已经公司于2020年3月1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20年5月21
日召开的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2020年6月1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0年7月23日召开的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不超过 35 名，发行数量不超过本次非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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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公司总股本的30%且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48,900.00万元。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
行期首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公司于2020年9
月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1958号）。本次非公开发行共向19位投资者发行股份数量 67,183,558 股，已于 2021 年 1 月 18 日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募集资金总额 1,013,799,890.22 元，募集资金净额1,004,851,227.31元。
2、对外投资情况
（1）收购BIGL Industrial、BIGL ASIA PTE. LTD.驱动器臂和相关零部件生产业务
2020年12月31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资产和股份购买协议>
的议案》，公司计划收购BIGL Industrial、BIGL ASIA PTE. LTD. （以下简称“BIGL ASIA”）驱动器臂和相关零
部件生产业务，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格范五金、适新科技与BIGL ASIA、镤伟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深圳镤伟”）签署《资产和股份购买协议》，格范五金收购BIGL ASIA和深圳镤伟分别直接持有的交易标的，
交易价格为5,000万美元的等值人民币，减去任何价值减损。目前正在进行股权和资产交割前准备。
（2）对全资子公司威斯东山增资9,000万元
公司于2020年2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苏州威斯东山电子技术
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为扩大全资孙公司威洁通讯的经营规模，提高其市场竞争力，便于威洁通讯顺利开展
经营活动，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威斯东山增资9,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威斯东山对其全资子公司威洁通讯实缴出资。
此次增资完成后，威斯东山的注册资本由 11,000 万元增加至 20,000 万元，增资后安洁科技出资仍占威斯东山
注册资本的 100%。2020年3月，威斯东山完成了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变更完成后注册资本为20,000
万元。
（3）对全资子公司安洁美国增资200万美元
2020年6月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及经营需要，为满足安洁美国股份有限公司日常营运资金需求及后续业务拓
展，公司全资子公司安洁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对安洁美国增资 200 万美元，本次增资完成后，
安洁美国注册资本由 200 万美元增加至 400 万美元。
（4）对全资子公司重庆安洁增资3,000万元
为扩大全资子公司重庆安洁的经营规模，提高其市场竞争力，便于重庆安洁顺利开展经营活动，公司于2020
年6月对重庆安洁增资人民币3,000万元。此次增资完成后，重庆安洁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0,000万元增加至人民
币13,000万元。2020年7月，重庆安洁完成了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变更完成后注册资本为13,000万元。
（5）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威博精密借款转增资1.59亿元
为支持威博精密经营发展，解决威博精密经营发展所需的资金，为其后续经营业绩提升提供有效的支撑，
公 司 对 全 资 子 公 司 威 博 精 密 增资 159,114,690.00 元 人民 币 ， 此 次 增 资 完成 后 ， 威 博 精 密 注 册资 本 将 从
607,429,977.54元人民币将变更为766,544,667.54元人民币。2021年1月，威博精密完成了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
2、公司对全资孙公司威博金属减资20,000.00 万元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7 日 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孙公司减资的议案》
，
公司董事会同意全资子公司惠州威博精密科技有限公司对全资孙公司惠州威博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减少注册资本
20,000.00 万元人民币，本次减资完成后威博金属注册资本变更为27,696.510872万元人民币，威博精密仍持有其
100%股权。2020年3月，威博金属完成了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3、完成注销全资孙公司捷凯科技
公司于2019年8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孙公司的议
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全资子公司惠州威博精密科技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其全资子公司捷凯科技，吸收合并完成
后，威博精密继续存在，捷凯科技的独立法人资格将被注销。2020年7月，捷凯科技的注销手续已办理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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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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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终端功能件
和精密结构件以 1,681,841,904.96
及模组类产品

287,644,433.36

17.10%

-21.56%

-105.95%

-10.52%

信息存储类产品

668,533,856.97

220,553,749.92

32.99%

-7.57%

26.86%

10.69%

新能源汽车类产
品

473,445,780.70

125,206,815.89

26.45%

152.34%

53.22%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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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之“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注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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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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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报告期内新增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1）安洁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公司于2020年3月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安洁国际，注册资本4000万美元，公司持有其100%股权。因此，公司
对安洁国际的合并期间为2020年4月—2020年12月。
（2）博罗县延星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公司于2020年11月完成收购延星五金100%股权，因此，公司对延星五金的合并期间为2020年11月—2020年
12月。
2、本报告期内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本期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为全资孙公司惠州捷凯科技有限公司。威博精密吸收合并其全资子公
司捷凯科技，吸收合并完成后，威博精密继续存在，捷凯科技的独立法人资格被注销。2020年7月，收到惠州市
仲恺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发出的《核准注销登记通知书》，捷凯科技的注销登记已予以核准，自2020年8
月起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6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吕莉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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