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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38                                证券简称：广和通                          公告编号：2021-034 

深圳市广和通无线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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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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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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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截至 2021 年 4月 15 日公司总股本 241,904,234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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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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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和通 股票代码 300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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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仕江 曹睿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西丽社区打石一

路深圳国际创新谷六栋 A 座 11楼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西丽社区打石一

路深圳国际创新谷六栋 A 座 11楼 

传真 0755-26887626 0755-26887626 

电话 0755-26520587 0755-26520587 

电子信箱 zqb@fibocom.com zqb@fibocom.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物联网与移动互联网无线通信技术和应用的推广及其解决方案的应用拓展，在通信技术、射频技

术、数据传输技术、信号处理技术上形成了较强的研发实力，是无线通信技术领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业产品与方案提供

商。公司在物联网产业链中处于网络层，并涉及与感知层的交叉领域，主要从事无线通信模块及其应用行业的通信解决方案

的设计、研发与销售服务。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2G、3G、4G、5G、NB-IOT的无线通信模块以及基于其行业应用的通信解决方案，通过集成到各类物联网设

备使其实现数据的互联互通和智能化，报告期内产品主要应用于移动支付、移动互联网、车联网、智能电网、安防监控等领

域。近两年，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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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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3,578,210.41 1,915,070,926.11 43.26% 1,249,101,088.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3,623,344.22 170,074,699.67 66.76% 86,796,907.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1,442,998.05 157,123,717.30 66.39% 74,775,052.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7,092,509.77 223,153,546.24 51.06% -8,931,812.6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7 0.78 50.00% 0.7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17 0.78 50.00% 0.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92% 29.58% -9.66% 21.38%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2,920,471,618.06 2,054,163,643.10 42.17% 1,002,910,938.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62,132,866.28 1,303,332,759.06 19.86% 448,360,73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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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255,356.54 745,168,698.45 701,129,428.38 776,024,727.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045,080.26 85,575,648.08 86,126,062.18 59,876,553.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7,100,655.88 78,570,493.42 81,955,174.35 53,816,674.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004,540.90 32,327,742.72 122,814,991.05 134,945,23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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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91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2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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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天瑜 境内自然 43.69% 105,715,460 81,101,250 质押 21,73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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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新余市广和

创虹企业管

理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6.94% 16,788,071 0 质押 4,750,000 

应凌鹏 
境内自然

人 
4.77% 11,534,400 8,650,800 质押 5,220,000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睿远成长

价值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3.33% 8,046,572 0   

广东红土创

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红

土并购基金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2.55% 6,178,946 0   

建信（北京）

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09% 2,631,579 0   

许宁 
境内自然

人 
0.96% 2,332,700 2,223,450 质押 682,400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其他 0.72% 1,748,183 0   

张劲帆 
境内自然

人 
0.69% 1,660,72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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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 1,444,64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股东应凌鹏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4.77%的股份，通过新余市广和创虹企业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间接持有公司 0.93%的股份，同时担任新余市广和创虹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唯

一的普通合伙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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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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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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经营整体情况 

报告期内，物联网行业发展态势良好，公司积极推动复工复产工作，抓住市场机会，进一步加大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

投入，努力拓展国内外市场，保证了业务的稳定增长。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2,743,578,210.41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3.26%；

净利润 283,623,344.22 元，同比增长66.76%。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达2,920,471,618.06元，同比增长42.17%；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达 1,562,132,866.28 元，同比增长19.86%。主要财务数据变动情况详见本节“二、主营业务

分析”。 

（二）公司研发情况 

公司一直注重研发投入，紧跟市场前沿，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与研究开发，以确保公司在日渐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领先

地位，同时完善公司产品线以满足各行业客户的需求。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共计304,628,596.07元，占同期公司营业收入

的比例为11.10%。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员工总人数为1275人，其中研发人员占比高达60%以上，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占比高

达90%；研发过程中已累计获得44项发明专利、43项实用新型专利以及52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为公司开拓更多物联网应用

领域奠定良好的基础。报告期内公司研发主要进展如下： 

1、参与5G模组标准编写 

2020年1月，由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China 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Association，简称CCSA）主办的“5G标准发

布及产业推动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召开。会议举行了我国首批14项5G标准发布仪式，这些5G标准涵盖核心网、无线接

入网、承载网、天线、终端、安全、电磁兼容等领域，是各方携手合作的智慧结晶，也是5G相关产业加速发展的重要标志。

广和通作为CCSA协会会员，紧跟5G标准化进程，在会议发布的《5G通信标准》中，参与了5G模组的标准编写。公司研发团队

将紧跟5G标准化进程的脚步，提前对标准技术进行研究和开发，为今后的5G模组发展做好技术储备。 

2、产品研发主要进展情况 

公司携手联通华盛和联通研究院，在5G+eSIM模组产品的研发和应用领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2020年，公司与中国

联通联合发布全球首款5G+eSIM模组FG150 eSIM、FM150 eSIM，在降低终端产品5G部署难度的同时提高其安全性、稳定性和

易用性。2020年5月，公司FG150(W)/FM150(W) 5G系列模组在中国联通开放式实验室及广东联通SA实网环境下，顺利完成驻

网并打通端到端数据业务，公司5G系列模组已正式调通国内四大运营商5G SA组网现网。2020年6月，公司携手紫光展锐重磅

发布搭载紫光展锐春藤V510中国“芯”5G模组-FG650。2020年10月，公司5G模组FM150-NA顺利完成FCC/IC/PTCRB认证，完成

了这三项北美地区重要的强制认证，是广和通5G模组正式登陆北美市场的又一个里程碑。  

2020年2月，公司LTE模组NL668获得了日本最大电信运营商NTT DOCOMO的认证，这标志着公司NL668可以在NTT DOCOMO

的网络下为客户提供无线连接服务，是公司产品迈入日本市场的重要成果。2020年4月，公司L610国内首款通过电信运营商

测试认证后，又连续通过CCC、SRRC、NAL三项认证，成为国内唯一具备量产出货资质的Cat 1模组。2020年8月，公司MA510 LTE 

Cat M模组获得了德国电信（Deutsche Telekom AG）及北美电信运营商AT&T的认证，这意味着德国电信及AT&T认可广和通MA510

的功能特性，进而认可MA510可用于大规模物联网项目的部署，是广和通产品迈入海外市场的重要成果。2020年12月，公司

LTE Cat 1 bis模组L610-EU，在泰尔终端实验室、紫光展锐产业合作伙伴的通力合作下，顺利完成GCF/CE/NCC认证，成为全

球首款获得该系列认证的Cat 1 bis无线通信模组产品。标志着广和通LTE Cat 1 bis模组L610-EU正式具备海外供给能力。 

2020年7月，公司推出NB-IOT产品MC905，开启NB产品2.0时代，MC905是一款高性能、高性价比、高集成度的新一代NB-I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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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组，是承接2/3G退网后低速率物联网的佳选，满足IoT行业的各种应用诉求。 

2020年10月，作为车规级无线通信模组提供商，公司携手东软电子、华晨汽车共同参加大规模功能、性能测试和“新四

跨”演示，并顺利通过验证测试。推出的AX168-GL是一款面向全球市场的汽车级C-V2X模块，公司在车联网领域立足车载通

信模组，同时还在OBU车载单元、RSU路侧单元等领域进行研发投入，为客户提供高性能、高集成的C-V2X解决方案。 

    2020年12月，公司面向全球发布新一代高性能智能模组SC138，集成高算力CPU、高性能GPU、高速HVX图像处理技术，是

无线智能产品核心系统的优选方案。 

（三）公司销售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营销投入，加强营销队伍建设，完善公司营销力量在海内外的布局。报告期内，公司增强了覆盖

华南、华东、华北、西南、香港、印度、美国、欧洲的全球营销力量，未来营销布局还将跟随业务的发展持续完善。在新冠

疫情背景下，公司亦积极开展各项市场推广活动，举办了“共克时艰，科技抗疫 - IoT抗疫新生态”的主题直播交流会，与

联通华盛、联通研究院联合举办“5G+eSIM”模块产品的在线发布仪式，参加德国嵌入式展会和印度智能网联汽车展览会，

主办欧洲“IoT专家研讨会”，组织5G规模商用广和通物联网行业应用生态论坛，召开线上产品推介会，并通过公司官方网站

及微信公众号加强公司产品宣传，取得了积极的市场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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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线通信模块 
2,690,586,05

3.58  

769,365,016.

14  
28.59% 43.12% 51.59%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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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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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团董事会决议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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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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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团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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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团在合同开始



深圳市广和通无线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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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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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保证、主要责任人和代

理人的区分、附有销售退回条款的销售、额外购买选择权、知识产权许可、回购安排、预收款项、无需退回的初始费的处理

等。  

本集团已向客户转让商品而有权收取对价的权利，且该权利取决于时间流逝之外的其他因素作为合同资产列示。本集团已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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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团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本集团 2020 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未对比较

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本集团仅对在 2020年 1月 1 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本集团 2020 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

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②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 

财政部于 2019年 12 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财会〔2019〕21 号）（以下简称“解释第 13 号”)。 

解释第 13 号修订了构成业务的三个要素，细化了业务的判断条件，对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购买方在判断取得的经营活

动或资产的组合是否构成一项业务时，引入了“集中度测试”的方法。 

解释第 13 号明确了企业的关联方包括企业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共同成员单位（包括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

业，以及对企业实施共同控制的投资方的企业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等。 

解释 13 号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本集团采用未来适用法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进行会计处理。 

④财政部于 2020年 6 月发布了《关于印发<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财会[2020]10 号），可对新

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根据该会计处理规定选择采用简化方法。 

本集团未选择采用该规定的简化方法，因此该规定未对本集团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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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新设全资子公司上海广翼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广翼智联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1月2日，经上海市崇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本公司成立全资子公司上海广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10230MA1JW5F931；该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00万元，实收资本为1,0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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