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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19                         证券简称：鸿利智汇                          公告编号：2021-020 

鸿利智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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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四川华信（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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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变更为

四川华信（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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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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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鸿利智汇 股票代码 30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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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飞 刘冬丽 

办公地址 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先科一路 1 号 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先科一路 1 号 

传真 020-86733777 020-86733777 

电话 020-86733958 020-86733958 

电子信箱 stock@honglitronic.com stock@honglitro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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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业务模式 

鸿利智汇作为国内领先的集研产销于一体的LED半导体封装器件产品上市企业，报告期内，坚持“聚焦主业、整合提效”

的发展思路，专注于LED半导体封装业务、LED照明两大板块。一方面，坚守LED半导体封装业务的战略根基，借力Mini LED

项目实现板块突破，另一方面，继续发力LED照明业务，以产业链整合为契机，打造国产车灯及应用照明领先品牌。具体情

况如下： 

1、LED半导体封装业务 

主要是为客户提供LED照明解决方案，方案中所需的LED灯珠由公司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照明、通

用照明、特殊照明、专用照明等众多领域。 

产  品 销售模式 应用领域 行业地位 

Mini LED 直销 LED直显、LED背光及相关产品 技术、产品均处于国内领先 

白光LED、车规级LED、LED灯丝、UV LED、

红外LED、LED支架、五金器件、光学模组等 
直销 

汽车照明、通用照明、特殊照明、专用

照明、UV固化、大健康、人脸识别等 
技术、产品均处于国内领先 

2、LED照明业务 

主要包括商用车LED智能灯具、乘用车智能灯具、工程照明业务等。其中，商用车LED智能灯具主要客户有海拉、博世、

麦格纳等，产品已应用于沃尔沃、奔驰等知名车企的商用车；乘用车智能灯具产品包括前组合灯、后组合灯、内饰灯等，主

要客户包括吉利集团、长城集团、上汽依维柯等知名车企。工程照明业务专注于智慧城市道路照明、市政园林景观照明等。

已服务的项目有昆明经开区顺通大道灯光亮化工程、珠海大剧院灯光景观提升项目、南昌红谷滩亮化工程项目等。 

产  品 销售模式 应用领域 行业地位 

商用车LED智能灯具 直销 商用车照明、装饰 技术、产品均处于国内领先 

乘用车智能灯具 直销 乘用车照明、装饰 国内自主车灯领先地位 

工程照明业务 直销 智慧城市道路照明、市政园林景观照明 
道路、景观照明的设计、施工专业化

水平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二）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十四五”期间，我国半导体照明产业发展阶段将进入成熟期，周期性波动仍将存在，但高质量发展成为主旋律。2020

年疫情对国内半导体照明行业需求端产生较大冲击。而高显指、全光谱器件、RGB显示、Mini背光和显示器件，植物光照器

件、紫外LED器件等产品市场份额呈现增长态势。 

根据CSA  Research统计，2020年封装企业投资扩产方向主要集中在Mini LED、Micro LED、紫外LED以及高端照明等

附加值高的细分产品。随着Mini LED技术快速突破，成本迅速下降，在超高清电视、高阶显示器等市场需求拉动下，Mini LED

将在2020-2021年内起量，Mini背光将快速导入TV、显示器、车载等领域。 

2021年，随着各大产业巨头加快Mini LED产品导入，公司将继续潜心研发尖端技术，从显示和背光两大方向发力，不

遗余力地把Mini/Micro LED事业做大做强，以领先的技术和规模化量产能力，通过与上下游合作伙伴协同创新，抢占新型显

示产业的高地，助推国内显示产业转型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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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LED行业主要竞争对手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基本情况 备注 

1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

限公司 

成立于1981年 

注册资本：6.18亿元（人民币） 

主要产品：LED器件类产品（包括显示屏用器件产品、白光器件产品、

指示器件产品）、LED组件类产品（包括显示模块与背光源、Mini

背光模组）、LED外延片及芯片（包括各种功率及尺寸的外延片、LED

芯片产品）及应用类产品. 

深交所主板上市公司

（股票代码002449） 

2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于1997年 

注册资本：14.84亿元（人民币） 

主要产品： 深紫外线LED、深紫外线芯片、MiniLed与硅基黄光LED、

智能灯具、智能动作检测器、智能开关、智能插座等、LED照明产品

及LED显示屏、装饰灯饰等，LED封装及应用系列产品，主要有

SMDLED、LampLED、LED应用（包括照明产品及其他）三大类 

深交所主板上市公司

（股票代码002745） 

3 
深圳市聚飞光电股份有

限公司 

成立于2005年 

注册资本：12.78亿（人民币） 

主要业务：从事SMD  LED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主要产品为背

光LED器件和照明LED器件。 

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公司

（股票代码300303） 

4 
深圳市瑞丰光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 

成立于2000年 

注册资本： 5.36亿元（人民币） 

主要产品：照明用LED器件及组件、高端背光源LED器件及组件 （中

大尺寸液晶电视背光源、小尺寸背光LED等）、显示用LED器件及组

件等 

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公司

（股票代码30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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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3,124,346,497.76 3,593,570,974.04 -13.06% 4,003,161,049.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2,791,865.45 -876,493,573.32 110.59% 208,876,901.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4,373,812.58 -816,262,973.04 106.66% 63,373,058.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2,522,127.37 787,647,510.99 -60.32% 649,504,405.8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1.23 110.66% 0.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1.23 110.66% 0.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5% -38.40% 43.35% 7.52% 

项目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3,767,074,612.99 3,601,826,957.56 4.59% 4,745,135,507.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18,041,279.40 1,827,824,173.35 4.94% 2,819,528,8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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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835,259.37 749,579,985.51 776,813,089.65 1,017,118,163.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790,825.65 28,471,663.91 23,983,639.94 29,545,73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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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943,633.67 15,036,759.88 18,102,770.23 17,290,648.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96,576.39 100,423,129.86 19,804,657.57 193,090,9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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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21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5,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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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金舵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0.08% 212,954,666 0   

李国平 境内自然人 14.76% 104,462,630 78,346,972   

马成章 境内自然人 5.00% 35,388,300 0   

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锐捷

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9% 19,747,357 0   

李牡丹 境内自然人 1.58% 11,189,488 0   

张宝玉 境内自然人 0.93% 6,594,873 0   

韦晨 境内自然人 0.77% 5,469,531 0   

奚宇 境外法人 0.74% 5,258,500 0   

唐兴元 境内自然人 0.66% 4,657,345 0   

王庆忠 境内自然人 0.64% 4,517,05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二大股东李国平配偶为第三大股东马成章侄女；李牡丹为公司全资

子公司速易网络总经理。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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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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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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总体经营情况 

2020年，面对持续蔓延的新冠疫情和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沉着应对，紧紧围绕全年工作任务，防

疫情、快复产、优结构、推新品，内控管理持续优化，重点项目建设投产，全面增强了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动能。 

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12,434.65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3.06%；实现利润总额10,271.9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11.28%；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9,279.1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0.59%。 

公司净利润变动主要原因为： 

1、2020年上半年虽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但公司在确保员工安全的前提下，全面复工复产，稳定生产经营； 

2、2019年度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及投资损失，导致2019年度出现亏损，本报告期，公司未出现计提商誉减值情形； 

3、子公司东莞市金材五金有限公司、丹阳谊善车灯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在本报告期亏损，影响公司整体利润。本报告期，

金材五金受新冠疫情、产品转型等因素影响，订单下滑，持续亏损，其净利润较去年同期下降4.22%。谊善车灯受汽车行业

市场萎缩、价格下降等影响，仍处于亏损中但也在持续改善，谊善车灯净利润较去年同期提升48.64%。 

（二）2020年度业绩来源分析 

1、LED半导体封装业务 

本报告期，公司LED半导体封装业务多措并举，着力巩固传统白光封装领域优势地位，同时积极布局Mini LED、紫外

等新业务领域，培育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削弱了疫情对企业经营的不利影响，并为未来持续高质量发展夯实了基础。2020

年，LED半导体封装业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52,492.86万元，占总营业收入的80.82%，同比微降2.59%；业务毛利率21.59%，

产能利用率80.24%，产品综合良率9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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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公司将通过投资扩产、持续研发和技术创新提升自身在Mini LED等新兴显示领域的实力，以确保长期竞争力。 

2、LED汽车照明业务 

本报告期，受新冠疫情影响，国内外车用市场需求疲软，供应链循环受阻，导致公司汽车照明业务发展不达预期，全年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51,270.21万元，占营业总收入的16.41%，同比下降8.59%。 

未来，随着国内疫情总体稳定可控，海外疫情防控强化，国内外车用市场需求积极复苏。公司将把握车灯产业技术持续

升级的趋势，进一步拉通汽车照明产业链，继续做大做强LED汽车照明业务。 

（三）2020年度完成的主要工作情况 

1、提前布局Mini LED产能，抢抓细分领域发展机会 

2020年，受新冠疫情冲击，传统LED应用领域需求下滑。但与此同时，疫情给行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宅经济带动背

光产品需求上涨，适用于防疫杀菌的UVC LED产品需求激增，国际大厂引领下的Mini/Micro LED产品持续推进，细分应用

领域市场窗口纷纷开启。本报告期，公司着力加大新型细分领域研发布局，全面发力Mini LED项目建设，深层次推动UV LED、

VCSEL、植物照明等前瞻性技术应用，构建了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公司分别于2020年6月、12月与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签

订了Mini LED新型显示项目一期、二期投资协议，随着项目一期成功投产与二期建设启动的再加码，在行业需求的推动下，

新产能的释放将直接驱动公司盈利能力的稳步提升。 

2、稳健赋能LED封装主业，巩固优势领先地位 

本报告期，面对新冠疫情对行业发展的不利影响，公司传统LED封装业务以稳固市占率为基础目标，对外，持续深化与

大客户、强客户合作，不断优化客户结构及产品结构，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最优质和最具市场竞争力的LED产品，在高端应用

领域奠定了坚实基础。对内，全面推行精益化管理，推进降本增效长效机制，将精益管理逐步向品质、生产、研发等各端推

进，确保了良好的盈利水平。 

3、积极发力LED汽车照明产业协同，提升综合竞争力 

本报告期，跟随OSRAM、Lumileds、Nichia等全球一线车用LED品牌的脚步，公司于2020年底正式推出车规大功率Ceramic

系列产品（通过AEC-Q102和IEC 60810可靠性测试认证），完成了汽车前装市场主流车用LED封装产品类型的量产及整车LED

应用的全面覆盖，成为首个主流车用LED封装全线量产的民族品牌。公司在稳健发展乘用车、商用车照明应用市场的基础上，

成功实现了前端车规LED封装和模组产品能力突破，LED汽车照明产业链进一步拉通，板块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公司产

业联动性和品牌价值彰显。 

4、强化技术创新驱动，提升项目产业化能力 

本报告期，公司通过研发创新推动产品升级，继续以产学研、国内外科研单位合作开发等模式探索适合市场的新产品、

新项目。报告期内，公司获得专利授权23项，其中发明专利授权7项；新增专利受理22项，其中发明专利受理9项，投入研发

费用18390.34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6.14%，有力地推动了核心产品的迭代升级。2020年1月，公司“高光效长寿命半导体照

明关键技术与产业化”项目获得由国务院颁发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并于12月与南昌临空经济区管委会签署投资合

作协议书，投资12亿元启动项目成果产业化。2020年3月，公司凭借“健康照明全光谱LED荧光材料及器件的研制与应用”项

目荣获广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5、优化精进集团管控，为公司发展保驾护航 

本报告期，公司继续遵守公平、公开、诚信等原则，建立健全法人治理规则，完善集团化管控体系，以“服务、统筹、

协调”的理念推动改革创新，提升了管理效率。通过全面实行预算管理、强化“现金为王”理念、合理配置集团资产，调整优

化了资本结构与融资渠道；通过构建集团化的企业经营计划、预算、分析、考核体系，全面提升了集团经营管理效能；通过

搭建“简政放权、权责明晰、高效运行、监管有力”的授权体系，逐步提升公司治理能力；通过打造人力资源共享中心，实现

规范化、统一化管理，发挥集团规模效应，降低了人力资源管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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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积极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维护公司资本市场形象 

本报告期，公司重点关注资本市场动态，通过多渠道、多方式深入了解投资者想法，积极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一是通

过指定的信息披露渠道、媒介加深投资者对公司了解；二是与投资者进行实时沟通交流，积极组织或参加各类调研会议、业

绩说明会、机构策略会、路演及反路演，全面阐释公司投资价值与竞争优势；三是以多样化交流方式，形成公司与投资者之

间良性互动，提升公司的投资价值和正面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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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D 封装板块 2,524,928,571.74 545,054,252.37 21.59% -2.59% -4.09% -0.33% 

汽车照明产品 512,702,051.53 107,053,736.18 20.88% -8.59% 48.66% 8.04% 

互联网车主服务 21,260,957.90 1,899,429.80 8.93% -94.16% -87.82%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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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12,434.65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13.06%；实现利润总额 10,271.98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11.28%；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9,279.19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10.59%。 

公司净利润变动主要原因为： 

1、2020 年上半年虽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但公司在确保员工安全的前提下，全面复工复产，稳定生产经营； 

2、2019 年度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及投资损失，导致 2019 年度出现亏损，本报告期，公司未出现计提商誉减值情形； 

3、子公司东莞市金材五金有限公司、丹阳谊善车灯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在本报告期亏损，影响公司整体利润。本报告期，

金材五金受新冠疫情、产品转型等因素影响，订单下滑，持续亏损，其净利润较去年同期下降4.22%。谊善车灯受汽车行业

市场萎缩、价格下降等影响，仍处于亏损中但也在持续改善，谊善车灯净利润较去年同期提升48.64%。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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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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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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公司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

新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合并）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月1日 调整数 

预收款项 65,699,755.25 40,000,000.00  -25,699,755.25 

合同负债  23,842,052.53  23,842,052.53  

其他流动负债   1,857,702.72  1,857,702.72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母公司）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月1日 调整数 

预收款项 5,271,015.15  -5,271,015.15 

合同负债  4,915,730.95 4,915,730.95 

其他流动负债  355,284.20 355,284.20 

（2）会计估计变更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重大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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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合并报表的公司 

（1）2020年9月，公司与自然人巴现成、巴丽签署股权收购协议，通过支付现金3000万元收购巴现成持有的深圳市明鑫

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85%的股权，深圳市明鑫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并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2）2020年11月，子公司广州市鸿利显示电子有限公司认缴出资1000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广州市鸿利显示科技有限公

司，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3）2020年11月，子公司广州市莱帝亚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认缴出资60万元、自然人股东李高和刘玉生分别认缴出资33

万元和7万元，设立子公司广州市高鸿科创科技有限公司，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4）2020年12月，莱帝亚子公司广州市高鸿科创科技有限公司认缴出资100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广州市南鸿科创科技有

限公司，认缴出资100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广州市艳鸿科创科技有限公司、认缴出资100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广州市鸿浩科创

https://www.qcc.com/firm/5868492e91318e3ff700bcdf6befe3d2.html
https://www.qcc.com/firm/282265f94c66cd3d982738ec17dd4690.html
https://www.qcc.com/firm/2ad51d44cc721f8c1d29409ecd9a1408.html
https://www.qcc.com/firm/2ad51d44cc721f8c1d29409ecd9a1408.html
https://www.qcc.com/firm/872b627897051ac37a003f3d149014fb.html
https://www.qcc.com/firm/e1df3cf0062e3285e62a421592fa5fbf.html


鸿利智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9 

科技有限公司，以上公司自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5）2020年11月，子公司广州市莱帝亚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认缴出资20万港币，设立全资子公司香港莱帝亚照明有限公

司，自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2、注销子公司 

2020年度，本公司对以下子公司进行了注销，自注销之日起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母公司 子公司 持股比例(%) 注销时间 

鸿利智汇 广州市允鸿云鼎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100.00 2020年5月 

速易网络 伊犁云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2020年5月 

速易网络 北京市九五融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00.00 2020年9月 

速易网络 深圳市万乐盈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2020年9月 

 

 

 

 

                                                                       鸿利智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2日 

                                          

https://www.qcc.com/firm/282265f94c66cd3d982738ec17dd46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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