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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01                        证券简称：森霸传感                       公告编号：2021-038 

森霸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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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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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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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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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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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霸传感 股票代码 30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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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洋 文俊位 

办公地址 河南省南阳市社旗县城关镇 河南省南阳市社旗县城关镇 

传真 0377-67987868 0377-67987868 

电话 0377-67986996 0377-67986996 

电子信箱 stock@nysenba.com stock@nysenb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营业务及产品概览 

公司是一家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及服务于一体的专业传感器供应商，主要产品包括热释电红外传感器系列和可见

光传感器系列两大类，主要应用于LED照明、安防、数码电子产品、智能交通、智能家居、可穿戴设备等领域。公司拥有多

项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掌握核心材料的生产配方与工艺，是本行业内少有的具有自主研发能力、规模生产能力、完备销

售网络的国内企业之一。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公司所属行业情况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1、行业的发展阶段 

光电传感器以光电效应为基础，把被测量的光信号的变化，转换成电信号或其他所需形式的信息输出。光电传感器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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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高、反应快、非接触等优点，而且可测参数多、传感器的结构简单，因此光电传感器的应用领域非常广泛，未来随着物

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光电传感器应用将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公司产品热释电红外传感器和可见光传感器同属于光电传感器，与其他物理传感器，例如温度、湿度、振动、压力等传

感器相同，是物联网、智能控制系统的基础设备，是物联网获取信息和实现物体控制的首要环节，其性能和功能几乎可以决

定物联网发展和普及程度。 

从光电传感器领域的科学进展来看，光电传感器行业面临着绝佳的发展机遇，但同时面临着在功能、体积等方面更高要

求的挑战，未来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智能化、微型化、多功能化等三个方面。我国光电传感器行业由于起步比较晚，整体水

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但部分技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5G网络设施的演进推动信息产业的发展进入新

阶段。智能化成为技术和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公司将智能传感器的研发作为重点的发展方向，集中精兵强将研发智能传感

器，开发智能化软件，着力突破智能制造、集成开发工具、嵌入式算法等关键技术，研发基于新材料、新工艺、新原理设计

的智能传感器。发展市场前景广阔的新型智能传感器，推动关键材料创新，支持MEMS和CMOS集成等工艺的新型智能传感

器研发，推动智能传感器实现高精度、高可靠、低功耗、低成本，在模拟仿真、设计、MEMS工艺、封装测试方面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 

2、周期性特征 

光电传感器行业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产品差异大，因此，行业内企业普遍采取以销定产的经营模式，平时只有接到订

单以后才会备料生产，同时企业在销售高峰前会根据市场需求、行业特点及以往经验对一些热销产品进行适度库存。光电传

感器属于新兴行业，发展上升趋势良好，同时由于适用领域广泛，行业周期性不明显。 

我国光电传感器行业的季节性销售情况因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而有所不同。就国内市场而言，受春节假期影响，春节前

后各一个月，光电传感器的销售情况会略差于其他月份；而对于国外市场而言，圣诞节前（后）两个月光电传感器的销售情

况也会稍差于其他月份；但总体而言，本行业的季节性并不明显。 

3、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随着热释电传感器行业技术的日益成熟，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加上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中国逐步成为全球热释电红

外传感器制造中心。公司以首次发行上市为契机，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以技术创新驱动企业发展，持续推进研发

工作取得较好成果。公司购置先进的研发设备和检测分析仪器，引进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才，建设具有国内先进水平以及自

主知识产权的光电传感器新材料、新工艺和新产品研发平台，提升研发效率。公司同时拥有两种热释电红外传感器核心组件

（红外滤光片及红外敏感陶瓷）配方及生产制备能力，凭借较强的上游资源整合能力、先进的微电子封装测试能力、严格的

成本把控能力及敏锐的市场洞察力等优势，公司有望充分受益于行业的高速发展带来的市场占有率的进一步提升。 

公司可见光传感器产品系列中的中低端可见光传感器领域属于完全自由竞争的领域，其特征是行业集中度相对较低、竞

争较为激烈。此领域的龙头企业均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规模化生产能力、严格的成本把控能力以及稳定的供应商及客户资

源等特征。公司是国内较早从事中低端可见光传感器生产的企业之一，通过多年的资本投入、生产工艺的持续优化以及与供

应链合作伙伴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公司的此类可见光传感器产品继续得到客户的广泛认可。 

高端可见光传感器领域由于具有较高的技术壁垒，公司经过多年在可见光传感器领域的技术积累和对市场的洞察，积极

研发符合客户需求的高端可见光传感器，以精准的定位赢得了客户的青睐。未来，在国家大力推动智慧城市及物联网应用的

背景下，公司将凭借着对客户需求的深度了解，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进而形成更为有利的竞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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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496,984.10 204,501,238.89 68.46% 183,296,707.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1,258,279.45 82,150,018.02 96.30% 70,320,684.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0,583,245.46 69,418,223.79 102.52% 56,339,716.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3,498,457.95 85,061,602.98 92.21% 63,575,984.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34 0.68 97.06% 0.5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34 0.68 97.06% 0.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62% 16.14% 10.48% 1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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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738,240,754.90 582,451,055.04 26.75% 503,115,673.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78,009,953.62 541,707,111.73 25.16% 477,367,78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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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370,796.44 109,703,152.60 85,907,357.36 91,515,677.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452,489.90 55,639,645.08 35,098,094.41 44,068,050.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500,388.20 52,530,173.01 32,553,615.44 31,999,068.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141,756.47 53,221,991.88 28,873,068.49 49,261,6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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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53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4,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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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赣州盈贝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6.34% 31,602,099 0   

鹏威国际集团

（香港）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23.91% 28,694,700 0   

赣州辰星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40% 19,676,700 0 质押 8,550,000 

叶小英 境内自然人 1.11% 1,329,000 0   

赣州群拓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2% 1,104,999 0   

上海嘉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兴丰 6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33% 400,000 0   

胡雪龙 境内自然人 0.26% 311,600 0   

曾福生 境内自然人 0.23% 273,800 0   

孙雪平 境内自然人 0.20% 245,400 0   

信达证券股份 国有法人 0.18% 21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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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鹏威国际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和赣州辰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单森林先生

控制的企业；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

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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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公司经营层在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面对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紧密围绕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紧抓行

业发展机遇，对外积极做好市场拓展，提高经营业绩；对内加快进行技术创新、升级，不断追求模式创新、产品创新和管理

升级。公司全年各项工作有序推进，主要经营和发展目标达成良好。在整个传感器市场竞争愈加激烈的大环境下，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4,449.70万元，同比上升68.46%；实现利润总额18,797.56万元，同比上升96.8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16,125.83万元，同比上升96.30%。公司总体经营情况如下： 

1、根据市场变化适时调整生产计划，取得较好经营成果 

报告期内，受突发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国内市场对热电堆红外传感器及相关组件的需求量在短期内出现较大增长，

公司根据市场变化适时调整了生产计划，积极安排相关产品的生产和扩产工作，使得热电堆红外传感器及相关组件的收入和

利润增幅较大；同时，公司其他品类的传感器需求量较往年亦出现较大增长，对年度利润的增长贡献明显。 

2、积极完善公司治理体系，持续强化内部控制，促进公司规范运作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强在财务规范、内部审计、风险管控等多方面的持续优化工作，积极完善公司治理体系，切实

落实公司内控制度，坚持依法治企，建立科学有效的决策机制、市场反应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进一步推动公司管理向规范

化、标准化发展，为公司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有力的基础。 

3、积极开展市值管理工作，注重信息披露质量和投资者关系管理 

自上市起，公司一直在积极推进市值管理工作。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积

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全面提升信披工作的质量，确保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在资本市场树立良好

的企业形象。投资者关系管理方面，公司高度重视与投资者的日常互动，以广大投资者的切身利益为出发点，通过互动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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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投资者咨询热线、公司邮箱等多方途径，加深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和信任，进一步促进双方良好、和谐、稳定的互动关

系。 

4、高度重视研发投入，持续推进研发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 

研发是公司长远发展的根本保证，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报告期内，公司高度重视研发工作，研发投入1,207.83万

元，同比增长46.06%，继续围绕红外核心技术，积极开展新型传感器产品及相关技术的研发，不断取得新进展。大视场微

动检测用热释电红外传感器已经完成传感器样品制作及优化、批量生产验证等，目前正在进行市场导入，并对部分客户送样；

CMOS线性可见光传感器已经完成传感器样品制作及优化、批量生产验证等，目前正在进行市场导入，并对部分客户送样；

一种广角双波段火焰传感器已经完成传感器样品制作及优化、批量生产验证等，目前正在进行市场导入，并对部分客户送样；

一种5350纳米窄带滤光片已经完成滤光片的设计验证、批量试制生产等，并已成功应用于公司火焰传感器中，且已完成市场

导入；一种差压传感器已经提前进行了方案验证。同时，公司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2020年度新获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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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释电红外传感

器 
263,894,634.10 110,384,567.90 58.17% 59.97% 46.73% 3.77% 

其他 49,397,081.24 16,705,789.36 66.18% 428.45% 201.21% 2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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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一方面由于上半年受突发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国内市场对热电堆红外传感器及相关组件的需求量出现较

大增长；另一方面随着全球智能化产品日益成熟，使热释电红外传感器在物联网、智能家居、智慧照明等领域的应用更加广

泛深入，热释电红外传感器需求量持续上升，因此本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及净利润与上年相比都有较大幅度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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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本公司2020年3月26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自2020年1月1日执

行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

收入准则”）相关规定，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年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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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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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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本公司2020年3月28日总经理办公会议同意，本公司于2020年3月30日投资新设全资子公司阿尔法仪器技术（深圳）有

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00万元，截止至2020年12月31日，已实缴注册资本3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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