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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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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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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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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业达 股票代码 002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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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海娜 韩会敏 

办公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珠津工业区珠津一横

街 1 号 

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珠津工业区珠津一横

街 1 号 

电话 0754-88738831 0754-88738831 

电子信箱 stock@zyd.cn stock@zyd.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营业务与主要服务 

公司是工业电气产品的专业分销商，主营业务为通过自有的销售网络分销签约供应商的工业电气元器件产品，以及进行

系统集成产品和成套制造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从事工业电气产品的分销业务和系统集成、成套制造业

务，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分销的工业电气产品以输配电产品和工业自动化产品为主，主要销售ABB、施耐德、西门子等国际知名品牌和常熟

开关、上海人民电器厂等国内知名厂商的工业电气元器件产品，产品主要包括断路器、继电器、软起动器、变频器、可编程

控制器、传感器等。 

系统集成与成套制造产品主要有石油钻井平台电气控制系统配套产品、风力发电电气控制系统配套产品、风力发电水冷

系统、风力发电机变桨控制系统、船用电气系统、电气控制柜、充电桩/站等，能够为下游用户提供方案咨询、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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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组态、系统集成、成套生产、安装调试、系统培训、维护保养等一揽子服务。 

2、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定位为行业领先的“工业电气服务商”，致力于为电力、石化、工业、交通、能源和各类基础设施等终端用户提供工

业电气产品，涵盖了从制造商到用户的工业电气产品供应链的主要环节。其中，工业电气元器件产品分销业务和系统集成、

成套制造业务是公司经营模式中两个重要且相互补充的环节。 

分销业务是公司最主要的经营环节，是公司收入和利润的主要组成部分。公司采取多品牌、多品种的经营模式，通过线

下和线上销售相结合，以标准化方式运作和管理全国性的销售和物流网络，辅之以控制资金风险为核心的财务管理制度和以

IT系统为支撑的物流管理模式，使分销业务能够有效地运转和扩张，分销业务的收入和利润持续增长。 

系统集成和成套制造业务是公司业务经营的重要环节，通过集成与成套业务，公司向终端客户直接提供其所需要的系统

集成和成套制造产品。由于集成与成套业务向客户提供的是基于产品的技术和工程服务，因此在拓宽公司收入来源的同时可

以提高公司的利润率。同时，由于系统集成和成套制造业务不是单纯地向客户提供产品，而是通过基于产品的技术服务满足

客户的特定需求，因此系统集成和成套制造业务不仅使公司拓宽了客户基础，还使公司和客户之间的合作更加密切，使公司

的客户基础更加稳固，间接地促进了分销业务的开展。 

公司的盈利一方面来自于分销业务的产品销售溢价和供应商按季度和按年度给予的销售折扣，另一方面来自于从事系统

集成和成套业务取得的利润。公司具备的多样化专业服务能力使公司在稳固和拓宽客户基础及销售网络的同时，能够提升公

司产品的销售溢价水平和系统集成、成套制造业务的利润率，全面的专业服务能力还能够使公司为供应商提供更多的服务，

从而获得销售折扣率的提升。 

3、公司面临的竞争格局 

本行业目前处于充分竞争状态，特别是区域竞争激烈，且主要竞争企业间相比均还不具备显著竞争优势。随着市场竞争

的进一步深化，客户对分销商的综合服务能力和多品牌支持能力要求愈来愈高，未来市场将逐步向具有全国性销售网络的多

品牌分销商集中，行业集中度也将逐步提高。未来行业竞争力将体现在市场网络与业务规模、产品管理与客户需求管理、仓

储管理与物流配送能力、行业增值应用、技术支持服务、客户响应能力等多方面。 

     随着公司的持续稳健发展，作为工业电气领域综合实力强、市场经营经验丰富、已与主要供应商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的综合分销商，公司将继续保持并扩大在工业电气分销领域的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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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41,254,224.33 9,925,260,476.31 8.22% 8,554,837,972.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1,068,002.27 225,121,148.04 15.97% 205,998,715.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6,055,449.58 222,254,363.44 15.21% 196,514,796.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51,416,605.95 401,641,065.19 136.88% -128,306,568.5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8 0.41 17.07% 0.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8 0.41 17.07% 0.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60% 5.94% 0.66% 5.64%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6,257,770,847.13 5,365,084,010.13 16.64% 5,328,474,129.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035,438,379.98 3,843,506,612.43 4.99% 3,730,243,5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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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1,595,063.50 2,969,358,161.22 3,211,123,452.67 3,099,177,54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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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7,174,234.49 84,805,537.59 91,098,942.79 -2,010,712.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5,936,014.02 85,058,900.71 90,454,679.51 -5,394,144.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3,796,905.37 148,508,588.27 5,323,218.32 543,787,89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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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34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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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开贤 境内自然人 29.11% 158,508,340 118,881,255   

颜素贞 境内自然人 8.81% 48,000,000 0   

吴森岳 境内自然人 5.90% 32,121,000 0   

吴森杰 境内自然人 5.88% 32,000,000 24,000,000   

金鹰基金－广

发银行－金鹰

中植产投定增5

号资产管理计

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17% 22,710,000 0   

金鹰基金－浦

发银行－金鹰

中植产投定增1

号资产管理计

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9% 10,266,000 0   

裘荣庆 境内自然人 0.88% 4,800,000 0   

王总成 境内自然人 0.51% 2,802,700 0   

李双喜 境内自然人 0.51% 2,751,400 0   

柯美莉 境内自然人 0.46% 2,523,04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吴开贤、颜素贞是夫妻，吴森杰、吴森岳是吴开贤、颜素贞夫妇的儿子；金鹰基金-

浦发银行-金鹰中植产投定增 1 号资产管理计划、金鹰基金-广发银行-金鹰中植产投定增 5 号

资产管理计划由中植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统一控制；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李双喜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751,4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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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公司持续贯彻执行“3+1”的经营战略，以“行业覆盖、产品覆盖、区域覆盖，加人力资源”为战略核心，持续提

升“分销网、物流网、技术服务网，加互联网”的“3+1”网络和“配电团队、工控团队、中小客户团队，加技术服务”的“3+1”团

队两个“3+1”核心竞争力，推动公司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报告期内，经营业绩实现持续盈利，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741,254,224.33元，同比增长8.22%；实现利润总额

372,207,763.29元，同比增长21.8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61,068,002.27元，同比增长15.97%；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56,055,449.58元，同比增长15.21%。除了线下业务，公司也大力推广线上业务。

2020年，众业达商城（zydmall）6.0升级上线，为后续功能拓展奠定基础。同时，众业达商城通过线上品宣推广活动、O2O

体验店加盟等方式，助力中小客户业务的拓展。2020年，众业达商城实现销售额约51.19亿元（含税），同比增长5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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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压电气产品分

销 
7,014,721,442.27 692,646,582.29 9.87% 12.01% 9.05% -0.27% 

工控产品分销 2,555,943,472.37 203,183,357.55 7.95% 4.92% -8.24%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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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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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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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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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67,551.38 

元、预收款项-208,513,644.76 元和其他流动负债11,546,09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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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负债：  

预收款项 208,513,644.76  - -208,513,644.76  

合同负债 - 196,967,551.38  196,967,551.38  

其他流动负债 - 11,546,093.38  11,546,093.38  

各项目调整情况说明： 

合同负债、预收款项、其他流动负债 

于2020年1月1日，本公司将合并资产负债表内与商品销售相关的预收款项208,513,644.76

元重分类至合同负债，并将相关的增值税销项税额重分类至其他流动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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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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新设立公司情况： 

名             称 期末净资产(元） 本期净利润（元） 

北京众业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309.91 202,309.91 

协赞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262,814.11 -1,687,185.89 

长沙足信科技有限公司 69,992.92 -7.08 

报告期内，处置子公司情况：本报告期内，公司注销控股子公司嘉兴市锦泰电气有限公司、孙公司海宁众
业达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孙公司工控网（北京）电气设备有限公司，将控股子公司北京国电众业达科技

有限公司、众业达（北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处置后，前述公司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开贤 

 

                  2021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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