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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926               证券简称：博俊科技                      公告编号：2021-028 

江苏博俊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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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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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142,133,400 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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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俊科技 股票代码 30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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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晶  

办公地址 昆山开发区龙江路 88 号  

传真 0512-5513 3966  

电话 0512-3668 9825  

电子信箱 ir@sh-boj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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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 主要业务与产品 

公司是汽车精密零部件和精密模具的专业制造企业，主要从事汽车精密零部件和精密模具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

公司注重技术研发与创新，掌握了模具设计与制造、冲压、激光焊接、注塑及装配等关键生产工艺和环节的技术。零部件产

品种类覆盖面广，向客户提供一站式的汽车零部件解决方案。主要业务与产品包括： 

（1）零部件业务：转向系统、动力系统、车门系统、天窗系统、电子系统、内饰系统、座椅系统及其他系统； 

 

  （2） 白车身业务：车身模块化及仪表台骨架等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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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商品模具业务：对外销售定制化的模具产品； 

同时，报告期内，公司加大在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的产品布局，积极开发新能源电池结构件、热成型冲压、激光焊接技术、

多种材料的轻量化复合结构件产品等，广泛应用到汽车轻量化领域。 

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通过了IATF16949:2016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认证范围：金属冲压件、金属焊接件和注塑件的

制造，除8.3产品设计）、GB/T24001-2016/IOS14001:2015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认证范围：汽车零件的冲压、焊接、注塑生产）

以及邓白氏注册认证。公司被认定为“江苏省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江苏省民营科技企业”、“昆山市科技研发机构”和“苏州

市博俊高精密汽车冲压模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省企业研究生工作站”，获评“江苏省示范智能车间-汽车转向系统激

光焊接车间”。 

公司拥有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完整的研发设计体系，致力于为客户提供高性能、专业化的精密零部件和精密模具，持

续提升在冲压技术、模具技术、焊接技术、注塑技术方面的创新能力。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累，公司在精密零部件和精密模

具行业形成了一定的竞争优势。 

公司长期供货国际优秀汽车零部件制造厂商：公司主要客户为蒂森克虏伯、伟巴斯特、麦格纳、耐世特、凯毅德、德尔

福、福益等国际优秀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产品已被广泛应用到特斯拉、比亚迪、理想、大众、福特、通用、上汽、吉利、

长城等知名汽车企业所生产的车型中。公司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之一全资子公司重庆博俊拥有众多整车厂客户：福特、长安、

吉利、理想、东风小康、金康赛力斯、潍柴等。目前公司产品远销北美、欧洲、南美、东南亚等地，未来将加大国际市场开

拓和全球布局，继续深耕汽车零部件相关行业，在细分行业领域不断强化公司的主导地位。 

（二）经营模式 

公司通过自主研发和生产，实行“以产定采”的采购模式和“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直接销售的销售模式。 

（三）业绩驱动因素 

面对2020年度经济下行的压力，公司坚持创新驱动、自主研发，严格控制成本、优化工艺、提升运营效率、积极拓展市

场客户，实现了营业收入与盈利双增长。 

（四）行业发展状况及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本公司为汽车零部件行业，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公司所属行业为汽车制造

业（C36）；汽车零部件行业是汽车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汽车产业链中占据重要位置。 

近年来，在汽车工业快速发展的带动下，汽车零部件制造在产业规模、技术水平、产业链协同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形成了多品种、全系列的各类整车和零部件生产及配套体系。目前国内汽车行业整车与零部件规模比例

与成熟汽车市场有一定的差距，随着经济发展、国民收入增加、消费能力的提升，汽车零部件行业仍有较大的潜在市场空间。

报告期内，国内汽车零部件行业呈现以下发展趋势： 

①汽车零部件产业潜在规模大，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高； 

②汽车零部件产业逐步实现结构优化和产品升级； 

③我国汽车零部件产业对外扩张步伐加快。 

同时，随着我国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的研发创新能力、海外市场开拓能力逐步增强，产品国际竞争力逐步提升，随着内

资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布局拓展和技术提升，我国零部件企业在出口整车配套市场上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将迎来新

一轮的发展期。 

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累，公司在精密零部件和精密模具行业形成了一定的竞争优势，在所属的行业中占据重要位置。 



江苏博俊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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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8,766,672.57 521,879,336.87 5.15% 476,040,189.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7,298,503.67 63,706,876.31 5.64% 61,389,804.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6,433,779.89 60,492,835.17 9.82% 60,245,706.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526,246.45 113,869,989.28 -65.29% 78,810,194.3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3 0.60 5.00% 0.5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3 0.60 5.00% 0.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21% 14.35% -1.14% 16.09%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493,994,955.09 1,127,624,639.56 32.49% 882,972,506.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69,659,763.15 475,904,186.97 82.74% 412,197,3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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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02,108.79 126,601,626.45 178,705,638.44 162,457,298.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953,504.89 12,904,749.64 28,919,089.27 19,521,159.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465,161.61 12,784,053.15 28,744,572.45 19,439,992.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97,091.21 3,422,892.94 17,979,166.92 15,627,09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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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86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6,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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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亚林 境内自然人 40.02% 56,875,000 56,875,000   

上海富智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35% 27,500,000 27,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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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嘉恒投资管理咨询

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9.22% 13,100,000 13,100,000   

伍阿凤 境内自然人 3.96% 5,625,000 5,625,000   

宁波马扎罗投资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6% 3,500,000 3,5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其他 0.03% 46,592 4,66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其他 0.03% 43,008 4,308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03% 39,424 3,949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02% 33,652 10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农

业银行 

其他 0.02% 32,256 3,23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伍亚林与伍阿凤为夫妻关系，为一致行动人；富智投资、嘉恒投资系伍亚林控

制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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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博俊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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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总体经营情况  

2020 年，对整个全球来讲是及其不平凡的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内外市场造成了严重影响，汽车行业也

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冲击，随着国内疫情快速得到控制，以及政府部门出台相关鼓励性政策，有效地带动汽车产业链恢复运转，

2020 年 4 月份之后，汽车市场逐步复苏，全年产销稳中略降，汽车行业总体表现出了强大的发展韧性和内生动力，全年汽

车产销分别为 2,522.5 万辆和 2,531.1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2%和 1.9%。其中，商用车产销分别为 523.1 万辆和 513.3 万辆，

同比增长 20.0%和 18.7%。（数据来源：中汽协会行业信息部）  

报告期内，全体员工在公司董事会的正确决策和管理层的高效领导下，从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疫情的不良影响中寻求突围。

在做好防疫工作的同时，积极开展复工复产工作，不断开发新产品，持续研发新技术，拓展客户渠道，保障了公司稳健经营。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4,876.6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1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729.85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5.64%。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49,399.5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2.49%。 

（二）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工作 

1、完善公司业务布局，巩固公司行业地位  

优质的客户群体、广阔的市场前景，为博俊科技带来了业务的快速发展。随着公司订单的日益增加，为满足更多的客户

需求，公司计划扩大产能，以保证业务规模持续扩张，更好地实现业务规模和经营业绩的加速发展。2019 年，经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议

案》。2020 年 9 月 9 日，本次发行经创业板上市委员会 2020 年第 23 次会议审议通过，2020 年 12 月 4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江苏博俊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326 号）

同意注册，募集资金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 

2、搭建流畅生产线、打造柔性智能制造 

公司已成熟运用数控切割、冲压、激光焊接、嵌件注塑、组装等多道关键工序的工艺技术，搭建起更为流畅的一体化生

产线，可充分满足客户对产品的个性化需求；满足多层次需求，公司新建由多台独立设备组成的柔性化生产线，可快速地应

对客户和市场需求的变化，实现产品制造的批量化转换；公司紧跟行业发展趋势，满足市场轻量化需求结合汽车行业发展趋

势，对轻量化材料的应用进行大量分析与研究，同时已导入热成型、激光焊接等先进工艺技术，满足市场轻量化需求。 

3、加强研发创新，推动公司技术进步 

公司高度重视技术研发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性，保持较强的产品和技术创新，使公司技术始终保持行业领先地位。公司

建立了完善的研究开发管理制度，项目从开发计划、工程审核、模具开发、工艺设计、样件试制、客户认可到批量生产都有

章可循；并对关键技术和核心产品申请专利，对相关技术进行保护。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拥有 5 项注册商标、11 项发明专

利、24 项实用新型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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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强品质管控与品牌建设，提高自动化水平、加强降本增效工作  

公司在产品研发上的大力投入、对产品品质的严格管控和不懈追求、以及对国内外市场的渠道建设和推广力度，使得公

司在市场上建立了良好的品牌声誉。公司全力提高智能化、自动化管控水平，提高公司的生产运营效率；同时积极通过加强

生产、采购、物流等环节的成本控制，提升公司的盈利水平。 

5、 完善内部治理和团队建设 

公司进一步推进内部管理变革，不断完善内部治理和规范运作；公司不断完善人才引进、培养、选拔、激励机制，鼓励

员工发挥积极性与创造性，为公司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公司围绕企业战略发展目标，秉持“创新、求变、务实、精干”的经营理念，一切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力求以精进的自

主研发技术、以不懈追求之工匠精神，打造优质产品，不断提高自身为客户创造价值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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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压业务 416,627,253.92 93,822,404.95 22.52% 7.78% 9.29% 0.31% 

注塑业务 97,021,901.16 35,833,835.21 36.93% -2.65% -11.67%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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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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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本公司于2020年1月1日执行新收入准则，对会计政策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详见“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之五、39。 

新收入准则要求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即2020年1 月1 日)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

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在执行新收入准则时，本公司仅对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进行调

整。 

2019年12月10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本公司于2020年1月1日执行该解释，对以前年度不进行

追溯。 

上述会计政策的累积影响数如下： 

因执行新收入准则，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相应调整2020年1月1日合同负债25,342,706.15元、预收款项-25,342,706.15元、

应收账款-936,340.40元、合同资产936,340.40元。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无重大会计估计变更。 

（3）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 月 1 日 调整数 

应收账款 248,725,013.48 247,788,673.08 -936,340.40 

合同资产 不适用 936,340.40 936,340.40 

预收款项 25,342,706.15 - -25,342,706.15 

合同负债 不适用 25,342,706.15 25,342,706.15 

各项目调整情况说明： 

合同资产、应收账款：于 2020 年 1 月 1 日，本公司将尚未完成的合同中不满足无条件收款权的应收账款 936,340.40 元

重分类为合同资产。 

合同负债、预收账款：于 2020 年 1 月 1 日，本公司将与商品销售和提供劳务相关的预收账款 25,342,706.15 元重分类至

合同负债。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01 月 01 日 调整数 

应收账款 232,547,426.91 231,611,086.51 -936,340.40 

合同资产 不适用 936,340.40 936,340.40 

预收款项 2,840,022.10 - -2,840,022.10 

合同负债 不适用 2,840,022.10 2,840,022.10 

各项目调整情况说明： 

合同资产、应收账款：于 2020 年 1 月 1 日，本公司将尚未完成的合同中不满足无条件收款权的应收 936,340.40 元重分

类为合同资产。 

合同负债、预收账款：于 2020 年 1 月 1 日，本公司将与商品销售和提供劳务相关的预收账款 2,840,022.10 元重分类至

合同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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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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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设子公司 

新设子公司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元） 实缴出资 持股比例（%） 

西安博俊 2020/5/9 20,000,000.00 - 100.00 

2、注销子公司 

昆山博俊于2020年2月26日办理工商注销。 

综上，报告期内新设立全资子公司西安博俊，纳入合并财务报表；注销原全资子公司昆山博俊，不再纳入合并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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