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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843                           证券简称：胜蓝股份                           公告编号：2021-021 

胜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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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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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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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9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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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蓝股份 股票代码 300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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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旭迎 许立各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沙头南区合兴路 4 号 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沙头南区合兴路 4 号 

传真 0769-81582995 0769-81582995 

电话 0769-81582995 0769-81582995 

电子信箱 ir@jctc.com.cn ir@jctc.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电子连接器及精密零组件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消费类电子连接

器及组件、新能源汽车连接器及组件、光学透镜等，主要应用于消费类电子、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以客

户需求为导向，坚持技术创新，在管理运营上不断追求精益求精，通过了IATF 16949、ISO9001、ISO14001、QC080000等

体系认证和产品安规认证。公司拥有优质、稳定的客户资源，已与富士康、立讯精密、小米、TCL、日本电产、日立集团、

比亚迪、长城汽车、广汽集团、首尔半导体、联想集团、浪潮集团、和硕电脑集团、英美烟草等国内外知名客户建立稳定合

作关系。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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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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4,842,786.49 724,386,681.50 26.29% 645,270,541.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0,022,561.89 79,216,884.79 26.26% 69,354,336.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6,858,729.22 75,500,525.05 28.29% 66,284,072.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3,462,716.49 106,471,790.93 -31.00% 83,843,009.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7 0.71 8.45% 0.6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7 0.71 8.45% 0.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70% 20.48% -4.78% 22.20%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339,926,151.59 770,590,916.76 73.88% 593,688,066.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47,681,634.37 426,408,353.62 98.80% 347,094,55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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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145,628.90 194,237,763.02 260,413,705.56 333,045,689.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658,998.04 22,095,898.24 29,460,111.65 31,807,553.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600,315.59 21,448,651.83 28,603,366.67 30,206,395.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367,526.71 27,697,077.15 -19,101,897.40 75,235,06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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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8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2,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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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蓝控股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0.58% 90,200,000 90,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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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河子投资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36% 9,470,000 9,470,000 质押 3,200,000 

伍建华 境内自然人 4.03% 6,000,000 6,000,000   

黄雪林 境内自然人 2.01% 3,000,000 3,000,000   

吴三桂 境内自然人 1.48% 2,200,000 2,200,000   

蒋丹丹 境内自然人 0.27% 400,000 400,000   

黄福林 境内自然人 0.27% 400,000 400,000   

中信里昂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19% 279,472 0   

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18% 268,000 0   

法国兴业银行 境外法人 0.18% 262,2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股东黄雪林和黄福林为兄弟关系，分别直接持有公司 2.01%和 0.27%的股份，并分别持有

胜蓝控股 80.16%和 19.84%的出资额；股东黄福林持有石河子投资 5.28%的出资额；股东蒋丹

丹为股东黄福林的配偶，持有公司 0.27%的股份；股东吴三桂持有石河子投资 11.62%的出资

额；持有石河子投资 14.99%出资额的普通合伙人潘浩为公司股东黄雪林和黄福林的表弟；持

有石河子投资 7.92%出资额的有限合伙人欧阳润遗为公司股东伍建华的配偶。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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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在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及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公司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做好复工复产等各项工作，



胜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91,484.28万元，同比增长26.2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0,002.26万元，同比增长26.26%。报告期

内，公司重点开展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1、研发方面 

2020年，公司研发支出合计4,294.9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22.79%，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4.69%。持续增加的研发投

入有效带动了公司研发成果的不断产生、生产工艺的持续改进并推动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截止目前公司已取得各类发明专

利24项；报告期内，为满足客户的特殊需求，公司与客户紧密合作，开发的一种大电流、防积液电解腐蚀的Type-C产品已

开始批量出货；新开发的新能源汽车电池用连接器（FPC）已在长城汽车批量使用；新开发的部分高速连接器产品也已完成

了客户导入并开始小批量试产，为未来业绩的增长奠定了基础。  

2、生产方面 

继续实施降本增效计划，组织进行了大量集中培训并对各种岗位操作技能进行考核，提高员工的生产技能和质量意识；

对原有产品的模治具及组装设备进行改进，增加模具的穴数或出料数，提高产品的制造效率，降低单位产品的制造成本；对

部分产品的生产工艺进行调整，从材料、电镀、组装等各方面进行优化调整，推动直接成本的下降；提升制程能力控制，降

低产品不良率。 

3、销售方面 

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国内消费类电子连接器市场需求有所下降，但同时在部分汽车类、通讯类领域国产连接器的需

求在快速增长。针对市场出现的新变化，公司进一步加强销售团队建设，继续坚持大客户战略，积极维护同比亚迪、富士康、

立讯精密、小米、OPPO、vivo、联想集团、浪潮集团、和硕电脑集团、日本电产、上汽通用五菱、长城汽车、广汽集团等

大客户的合作关系；同时，坚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通过“老客户新产品，老产品新市场”等各种方式继续深挖客户，并积极

开拓汽车、通讯、工业、医疗等领域的客户，以应对新冠疫情及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带来的影响，保持公司业绩的持续稳

定增长。 

4、管理方面 

公司进一步推进规范运作，加强法人治理，不断完善和落实各项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加大财务管控力度，加强对供应商

的筛选、管理，控制各项采购成本；逐步推进公司的信息化建设，提升精细化管理能力；通过组织各类培训，提高各级员工

的知识、技能水平，加强现有人才团队培养，并通过完善绩效薪酬体系等激励机制，吸引各类优秀人才的加入，不断提升公

司的经营管理水平。 

5、资本运作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37,230,000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21,596,644.90元，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已于2020年7月2日在创业板上市交易。  

作为募投项目的韶关胜蓝一期工程已经完工并投产，公司将积极推进募投项目的建设，实现公司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加强

研发能力，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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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类电子连接

器及组件 
627,932,374.47 482,833,581.51 23.11% 15.79% 18.50% -1.76% 

新能源汽车连接

器及组件 
127,844,474.58 100,488,348.13 21.40% 52.97% 55.90% -1.48% 

光学透镜 136,482,574.64 74,799,230.44 45.20% 54.02% 39.36% 5.77% 

其他业务 22,583,362.80 14,974,543.31 33.69% 128.52% 104.09% 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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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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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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

行该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 

本公司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的控制权时，确认收入。在满足一定条件时，本公司属于

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否则，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务。合同中包含两项或多项履约义务的，本公司在合同开始

日，按照各单项履约义务所承诺商品或服务的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按照分摊至各单项

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计量收入。  

本公司依据新收入准则有关特定事项或交易的具体规定调整了相关会计政策。例如：合同成本、预收款项的处理等。  

本公司已收或应收客户对价而应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义务作为合同负债列示。 

本公司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本公司2020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

调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 

（2020年1月1日） 

因执行新收入准则，本公司将与销售商品相关的预收款项重

分类至合同负债、其他流动负债。 

预收款项 -913,435.61 

合同负债 593,529.61 

其他流动负债 77,085.49 

其他非流动负债 242,820.51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公司报告期内无会计估计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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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2019.12.31 2020.01.01 调整数 

预收款项 913,435.61 -- -913,435.61 

合同负债  593,529.61 593,529.61 

其他流动负债 -- 77,085.49 77,085.49 

其他非流动负债 -- 242,820.51 242,8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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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19.12.31 2020.01.01 调整数 

预收款项 912,871.27 -- -912,871.27 

合同负债 -- 592,965.27 592,965.27 

其他流动负债 -- 77,085.49 77,085.49 

其他非流动负债 -- 242,820.51 242,8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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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合并范围内子公司增加广东万连科技有限公司、广东胜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其他合并主体未发生

变动。 

广东万连科技有限公司系胜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20年7月17日，注册资
金人民币壹仟万元，注册地址为东莞市长安镇沙头合兴路4号1号楼 

广东胜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系胜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20年12月14日，

注册资金人民币壹仟万元，注册地址为东莞市东坑镇横东路225号1号楼101室 

 
 
 
 

胜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福林 

2021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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