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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41                               证券简称：歌尔股份                          公告编号：2021-052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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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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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

回购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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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尔股份 股票代码 00224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贾军安 许艳清、徐大朋 

办公地址 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方路 268 号 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方路 268 号 

电话 0536-3055688 0536-3055688 

电子信箱 ir@goertek.com ir@goertek.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致力于服务全球科技和消费电子行业领先客户，为客户提供精密零组件和智能硬件的垂直整合的产品解

决方案，以及相关设计研发和生产制造服务。公司主营业务包括精密零组件业务、智能声学整机业务和智能硬件业务。其中，

精密零组件业务聚焦于声学、光学、微电子、结构件等产品方向，主要产品包括微型扬声器/受话器、扬声器模组、触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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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马达）、无线充电器件、天线、微型麦克风、传感器、SiP系统级封装模组、VR光学器件及模组、AR光学器件、AR光

机模组、精密结构件等，上述产品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智能无线耳机、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智能可穿

戴、智能家居等产品中；智能声学整机业务聚焦于与声学、语音交互、人工智能等技术相关的产品方向，主要产品包括智能

无线耳机、有线/无线耳机、智能音箱等；智能硬件业务聚焦于与娱乐、健康、智能家居等相关的产品方向，主要产品包括

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产品、智能可穿戴产品、智能家用电子游戏机及配件产品、智能家居产品等。 

公司在声学、光学、MEMS微电子、精密制造等领域内具有创新性的竞争优势，可以为客户提供包括声学、光学、微电

子、结构件等精密零组件和智能硬件整机系统在内的垂直整合的产品解决方案，以及从ID设计、研发、测试到自动化生产

制造在内的“一站式”服务。公司始终坚持自主研发、自主创新，在精密零组件领域内拥有丰富的自主知识产权，在智能声学

整机和智能硬件领域内通过“ODM”、“JDM”等模式，同行业领先客户合作进行产品研制，并积累了丰富的产品项目经验。 

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广泛设立分支机构，同全球科技和消费电子行业内的领先客户建立了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近年来，

公司坚持自主研发投入，专利申请数量和产品技术水平不断提升，产品解决方案和服务能力持续获得客户的认可。根据相关

行业统计数据，公司在微型麦克风、微型扬声器、MEMS传感器、智能无线耳机、VR虚拟现实产品、智能可穿戴产品、智

能家用电子游戏机配件产品等领域内占据显著的市场地位。本报告期内，公司荣获中国电子元件百强企业第3位、中国制造

业民营企业500强第145位、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第263位、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常务理事单位等多项荣誉。 

随着5G等先进通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与精密零组件产品和智能硬件设备的结合，全球科技和消费电子等领域内出现

了新一轮的发展机遇，新的产品应用方向和应用场景层出不穷，也为公司未来的持续发展创造了广阔的空间。报告期内，公

司对外进一步加强同行业领先客户的合作关系，围绕核心客户的产品战略和技术方向，不断优化和拓展公司的产品线。对内

持续提升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水平，持续强化精益运营管理体系，加强团队建设，不断提升客户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面向

未来，公司将继续深化在声学、光学、微电子、精密制造、智能制造等领域内的产业布局，不断夯实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不

断巩固与行业领先客户的长期合作关系，力争把握住行业的创新脉络和发展契机，通过长期持续的企业成长，为股东创造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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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742,742,893.96 35,147,806,427.74 64.29% 23,750,587,785.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48,007,269.61 1,280,542,212.61 122.41% 867,722,661.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58,911,040.03 1,348,634,308.27 104.57% 706,311,057.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682,256,113.68 5,451,430,414.59 40.92% 2,276,407,971.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9 0.40 122.50% 0.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9 0.40 122.50% 0.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40% 8.19% 8.21% 5.73%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49,117,826,313.41 34,660,304,627.21 41.71% 29,742,455,325.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653,252,273.26 16,107,163,639.60 22.02% 15,201,277,80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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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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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74,023,584.64 9,099,001,097.32 19,157,327,387.23 23,012,390,824.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4,126,282.23 486,619,645.77 1,235,594,763.03 831,666,578.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9,385,158.39 437,949,620.50 1,246,185,202.71 775,391,058.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8,369,722.03 499,722,150.16 1,809,701,927.76 4,974,462,31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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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366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08,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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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尔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82% 583,783,669    

姜滨 境内自然人 11.40% 373,487,406 305,989,504 质押 93,500,000 

姜龙 境内自然人 6.02% 197,255,197 147,941,398 质押 33,0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4.98% 163,068,83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其他 2.54% 83,044,011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期员工持股

计划 

其他 1.50% 49,270,1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96% 31,57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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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5% 31,182,483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其他 0.77% 25,335,918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

六组合 
其他 0.73% 24,036,09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姜滨、姜龙为兄弟关系；歌尔集团有限公司为姜滨、姜龙控制的公司。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公司控股股东歌尔集团有限公司期末持有的股份数量中包括通过西南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的 150,00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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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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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产权及控制关系方框图为以截至报告披露日最新公司总股本计算的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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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世界经济深度衰退等严重冲击，我国经济发展也遇到了重大

的挑战，但在全国人民的顽强拼搏和共同努力之下，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成果，国民经济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

增长。在全球受到新冠疫情冲击的大背景下，公司管理层和全体员工全力以赴、积极应对，圆满完成了疫情防控、复工复产、

运营提升、业务拓展和重点项目落地交付等各项重要工作，最终取得了优秀的经营成果，公司营收和盈利在2020年度均实现

显著增长。 

2020年中，世界经济严重衰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国际贸易、投资萎缩，大宗商品市场动荡，国际政治、

经济环境也更加复杂化。根据知名咨询机构IDC的统计数据，全球智能手机行业2020年度总出货量约为12.92亿部，同比下降

约5.9%。智能手机产品出货量的下降，为公司与智能手机相关的精密零组件业务带来了一定的不利影响。 

在严峻的环境下，国家推出了财政、货币等一系列支持政策，积极推动制造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支持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推动发展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培育新兴产业集群。从行业角度来看，在新冠疫情期间，虽然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出

现下滑，但全球消费者对于线上远程办公、居家娱乐、健康监测等相关智能硬件设备的需求显著提升，推动了智能无线耳机、

平板电脑、VR虚拟现实、智能可穿戴、家用游戏机等智能硬件市场的显著成长。得益于公司近些年来积极布局智能手机之

外的智能硬件业务领域，上述智能硬件产品的成长，也推动了公司与之相关的精密零组件业务、智能声学整机业务和智能硬

件业务在2020年实现了逆势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坚持“精密零组件+智能硬件整机”的发展战略，积极推动声学、微电子、光学、结构件等精密零组

件和智能无线耳机、虚拟/增强现实、智能可穿戴、智能家居等智能硬件产品业务的发展，特别是精密零组件、智能无线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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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VR虚拟现实等领域内的业务取得了较快增长；积极应对新冠疫情，全力以赴开展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并取得了

较好的效果，保障了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开展；继续聚焦于全球科技和消费电子行业内的核心客户，围绕客户战略不断

拓展和优化业务布局，不断提升客户服务水平，持续改善客户关系，客户业务拓展活动卓有成效；坚持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

持续进行研发投入，积极布局SiP系统级封装技术、光波导技术、纳米压印技术等新兴技术领域，不断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

持续推动公司内部各项变革，使变革理念深入人心，公司治理结构更加完善，决策运转更加高效，运营管理水平得到显著提

升，为公司未来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774,274.29万元，同比增长64.29%；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84,800.73

万元，同比增长122.41%；公司营业成本4,848,380.54万元，同比增长63.10%。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和财务费用合计602,245.71万元，同比增长69.97%。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的开发力度，积极引进高端技术人才，研发投入353,280.17万元，占

营业收入的比重为6.12%，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7.90%。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净流入768,225.61万元，同比增加40.9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经营

规模扩大，营运周期改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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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密零组件 12,205,410,031.94 9,288,265,243.47 23.90% 14.93% 13.47% 0.97% 

智能声学整机 26,674,264,183.42 22,707,647,318.10 14.87% 79.95% 75.41% 2.21% 

智能硬件 17,651,942,222.48 15,443,820,754.97 12.51% 107.34% 104.34%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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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本报告期发生数为5,774,274.29万元，比上期发生数增长64.29%，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智能无线耳

机、精密零组件及虚拟现实等相关产品销售收入增长。 

营业成本本报告期发生数为4,848,380.54万元，比上期发生数增长63.10%，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智能无线耳

机、精密零组件及虚拟现实等相关产品销售成本增长。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本报告期发生数为284,800.73万元，比上期发生数增长122.41%，其主要原因是：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规模扩大，产品毛利率提高，营业利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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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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2017年修订）》（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

收入准则”）。公司于2020年4月1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

政策变更的议案》，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其影响参见“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五、35、（1）、重要会

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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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年通过设立方式取得10家子公司，分别为荣成歌尔科技有限公司、歌尔精工制造（越南）有限公司、香港歌尔科

技有限公司、深圳歌尔微电子有限公司、歌尔微电子控股有限公司、无锡歌尔微电子有限公司、香港歌尔微电子有限公司、

北京歌尔微电子有限公司、GOERTEK MICROELECTRONICS CORPORATION、上海感与执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本年减少3家子公司，分别为Dynaudio Holding A/S、青岛虚拟现实研究院有限公司、丹拿音响（上海）有限公司。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姜滨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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