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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34                       证券简称：大富科技                    公告编号：2021-019 

大富科技（安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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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中所涉及未来的计划、业绩预测等方面的内容，均不构成本公司对任何投资者及相关人士的实质性承诺，投资者

及相关人士均应对此保持足够的风险认识，并且应当理解计划、预测与承诺之间的差异。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

资风险。 

董事刘韵洁因公出差，未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委托董事肖竞代为出席并表决，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本报告内容

均无异议。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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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富科技 股票代码 30013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林晓媚 后杏萍 

办公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蚝乡路沙井工业公

司第三工业区 A2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蚝乡路沙井工业公

司第三工业区 A2 

传真 0755-27356851 0755-27356851 

电话 0755-29816308 0755-29816308 

电子信箱 ir@tatfook.com ir@tatfook.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6 月 4 日，总部位于安徽省蚌埠市，在深圳、北京、安徽等地设有研发中心，主要生产基地在安徽、

深圳等地，致力于打造“从硬件到软件，从部件到系统”的具备垂直整合能力的三大平台：共享智造平台、装备技术平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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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设计平台，公司依托三大平台优势，聚焦移动通信、智能终端、汽车等业务领域。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累，在共享智造平

台上，公司已拥有从模具设计及制造、成型、加工、表面处理到电子装配等完整的生产环节。在装备技术平台上，公司依托

集团公司在数控加工中心、工业机器人等自动化设备领域的研发、生产、加工、供应等环节的优势，具备完全自主自动化生

产的优势。在网络设计平台上，公司已拥有神经元并行计算机语言（NPL）、3D 设计及动画制作软件 Paracraft 创意空间、

可多人在线异地实时同步设计的 3D 设计软件 NPLCAD 等。公司凭借着自主创新的研发能力、纵向一体化的精密制造能力、

原创的计算机语言及 3D、AI 引擎开发能力等核心优势，为国内外客户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服务。 

公司主营业务是移动通信基站射频产品、智能终端产品、汽车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其中，移动通信基站射频产

品包括射频器件、射频结构件等移动通信系统的核心部件，产品主要应用于 2G~5G 全系列移动通信系统。公司基于射频器

件制造领域多年的工艺和技术积累，依托共享智造平台及创新能力，紧密围绕着移动通信行业开展“跨界不跨行”的业务拓展，

涵盖智能终端、消费类电子、汽车零部件等众多领域。面向 5G 移动通信所开启的万物互联时代，公司向客户提供通信基站

核心产品、智能终端金属结构件、精密汽车结构件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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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元） 2,185,546,100.50 2,337,566,465.61 -6.50% 1,821,491,861.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5,552,222.56 -354,517,352.05 110.03% 24,706,622.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38,431,024.40 -446,322,467.63 68.98% -312,256,030.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7,586,095.42 583,462,618.53 -72.99% 49,279,893.5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46 110.87% 0.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46 110.87% 0.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1% -6.85% 7.56% 0.46%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元） 6,153,154,595.66 6,205,607,480.37 -0.85% 6,661,414,620.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031,019,107.02 4,995,549,734.12 0.71% 5,350,001,731.1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80,333,380.11 640,148,032.52 528,681,095.50 536,383,592.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55,946.75 29,684,464.78 5,470,134.49 7,453,570.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750,086.80 8,740,717.47 -29,574,731.86 -92,846,9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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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9,158,278.36 -49,997,087.60 -1,012,488.45 89,437,39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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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155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上一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41,569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上一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报告期末持股

数量 

报告期内增

减变动情况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持有无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安徽配天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3.11% 330,848,826 0  330,848,826 质押 330,848,826 

孙尚传 境内自然人 9.57% 73,440,000 0 55,080,000 18,360,000 质押 73,440,000 

浙江浙商产融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16% 24,263,793 0  24,263,793 质押 24,263,793 

蚌埠市城市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8% 22,853,411 0  22,853,411   

深圳市大贵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5% 8,849,212 0  8,849,212   

深圳市大勇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7% 5,934,140 0  5,934,140   

深圳市大智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0% 5,383,708 0  5,383,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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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8% 5,216,616 1,722,639  5,216,616   

江天 境内自然人 0.29% 2,200,400 -2,332,700  2,200,4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国泰中证全

指通信设备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27% 2,062,600 1,046,400  2,062,600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配售新股

成为前 10 名股东的情况（如有）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前 10 名股东中，孙尚传与安徽配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前者通过安徽信

富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控制后者；孙尚传与深圳市大贵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大

智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大勇投资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孙尚传之配偶为深圳市大贵

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大智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大勇投资有限公司的大股东；未知前

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 股份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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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安徽配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30,848,826 人民币普通股 330,848,826 

浙江浙商产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4,263,793 人民币普通股 24,263,793 

蚌埠市城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2,853,411 人民币普通股 22,853,411 

孙尚传 18,3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360,000 

深圳市大贵投资有限公司 8,849,212 人民币普通股 8,849,212 

深圳市大勇投资有限公司 5,934,140 人民币普通股 5,934,140 

深圳市大智投资有限公司 5,383,708 人民币普通股 5,383,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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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6,616 人民币普通股 5,216,616 

江天 2,200,400 人民币普通股 2,200,4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中证全指通信设备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062,600 人民币普通股 2,062,600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

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孙尚传与安徽配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

联关系，前者通过安徽信富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控制后

者；孙尚传与深圳市大贵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大智投资有限

公司、深圳市大勇投资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孙尚传之配偶

为深圳市大贵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大智投资有限公司、深圳

市大勇投资有限公司的大股东；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江天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400 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 2,198,000 股，合计持有 2,20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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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是极其不平凡的一年，百年一遇的新冠疫情爆发，世界经济出现深度衰退，国际形势严峻复杂。面对严峻复杂

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疫情的严重冲击，全国各地区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努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

得显著成效，经济稳定复苏，各行各业率先复工复产、稳定经济运行，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2020 年对于全球科技行业而言是风云变幻的一年，中美贸易摩擦、产业制裁及科技封锁，对全球科技产业的发展造成

了巨大的影响，但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2020 年全球科技产业仍然持续向好发展。疫情引爆的“线上经济”，加速了全球数

字化转型，云服务、移动终端、健康医疗等需求不断攀升，5G、物联网、智能汽车、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行业快速发展。

从公司所处的行业来看，我们既面临严峻的挑战，也面临深刻发展变革的机遇。 

2020 年公司全力做好疫情防控，积极响应各个厂区所在地政府复工复产的要求，确保全体员工的健康安全。同时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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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上游供应商复工复产，最大限度保障客户交付需求。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公司各项业务逐步走出疫情的影响，呈

现出良好的恢复态势。 

2020 年公司控股股东债务重组顺利实施落地，此次债务重组是政府联合央企金融机构对公司控股股东进行的纾困，此

举不但保障了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稳定，更有利于推动上市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218,554.61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了 6.50%；营业利润为 4,746.80 万元，相比上年

同期-40,586.79 万元上升了 111.7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4,493.93 万元，相比上年同期-35,451.74 万元上升了

112.68%。公司基本每股收益为 0.06 元，上年同期为-0.46 元，同比上升了 113.04%。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 23,010.39

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比例为 10.53%。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61.63 亿元，净资产 50.40 亿元，账面现金总额 25.08 亿元，包括货币资金 9.90 亿元，其

他流动资产和交易性金融资产中的理财产品 15.18 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所处行业及各业务整体情况如下： 

通信行业：2019 年 6 月，中国颁发 5G 牌照，成为全球第一批进行 5G 商用的国家，2020 年中国 5G 正式进入规模商

用时期。在 5G 商用发展的这一年里，网络建设快速推进，手机终端加速渗透，融合应用开始逐步落地，技术产业持续创新，

初步展现了 5G 商用庞大的潜在市场空间和助力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巨大潜能。但从整体情况看，我国 4G 建设逐渐进入尾

声，5G 建设的潜能尚未充分发挥，基站建设整体数量有所下滑。根据工信部 2019 及 2020 年通信业统计公报，2019 年全

国净增移动电话基站 174 万个；而 2020 年，尽管我国 5G 基站新建超 60 万个，但全年基站净增总数仅有 90 万个，相比

2019 年明显减少。从全球的角度看，2020 年受新冠疫情冲击，全球基础设施建设速度放缓，基站建设进度明显放缓。 

同时，报告期内，美国对中国部分企业实施严厉制裁，影响到公司下游客户的需求释放。受到以上三方面的影响，公司

通信业务销售收入整体下滑。2020 年，通信业务收入 15.54 亿元，较上年同比下降 17.22%。但若排除制裁导致的负面影

响，公司部分其它客户处于增长态势。 

智能终端行业：受益于 5G 时代发展，智能手机、车用电子及物联网设备等需求回温。IDC 的数据显示，2020 年全球

5G 手机出货量约 3.26 亿台，其中中国 5G 手机出货量约 1.67 亿台，占比超 50%；根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

年 2 月，国内手机总体出货量 2,175.9 万部，同比增长 240.9%，其中 5G 手机出货量 1,507.1 万部，占同期手机出货量的

69.3%。中期来看，据村田数据统计，2021 年-2023 年 5G 手机渗透率将由 38%增长至 53%，这将成为手机整机及零部件

厂商需求增长的重要动力。后疫情时代，远程办公及线上教育的需求在全球延续，全球 PC 出货量预计将持续高增长。根据

Trendforce 数据，2020 年第二季度起，PC 出货量急剧反弹，连续三季度同比正向增长。Trendforce 预测 2021 年 PC 出货

量仍有望上涨，预计将有望达到 2.17 万台，年增幅达 8.6%。同时为了提升视频会议质量，笔记本电脑厂商也将着眼 AI、

摄像头、音效、视频画质等对 PC 进行升级，从而带动 PC 单台及整体被动元件需求的上升。 

报告期内，随着消费类电子行业市场的整体回暖，公司近年来整合智能终端产品线，剥离亏损业务及子公司，集中资源

服务优质客户、优势产品的策略初见成效，消费类电子业务取得快速增长。2020 年，智能终端业务收入 4.81 亿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 40.85%。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在智能终端产品领域积累了一定的竞争优势，包括技术优势、客户优势、质量优势。

核心组件产品确立了交付优势，部分产品成为客户全球唯一指定供应商，获得了全球顶级客户群体的信赖。公司智能终端产

品包括金属外壳、连接器、电池外壳、充电器组件、电子烟组件等，覆盖了客户的手机、电脑、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手

表、智能笔、耳机等全系列产品线。 

汽车零部件行业：2020 年以来，随着疫情影响逐步减弱、前期积累的消费需求释放以及多项促消费政策效果的逐步显

现，汽车行业加速回暖；预计随着经济持续复苏、居民消费信心增强及促消费政策的延续，我国汽车市场景气度有望触底回

升。2020 年我国汽车零部件制造业营收规模达 3.6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2%。国际主流的汽车零部件厂商相比，我国汽车

零部件企业无论在规模还是在技术上都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中国制造 2025》指出，作为制造业支柱产业的汽车行业将不再

以产能和规模扩张作为首要发展目标，而是锻造核心竞争力、提升自主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引领产业升级和自主创新能力摆在

首要位置。从国家产业政策导向来看，未来我国汽车零部件行业发展显著滞后于汽车整车行业的发展现状有望持续改善。报

告期内，汽车行业复苏态势延续，公司汽车零部件业务同比稳步增长。2020 年，汽车零部件业务收入 1.13 亿元，较上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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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增长 20.53%。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开展开源节流的措施：开源方面，以集中优势资源，聚焦核心客户为策略，具体体现在：调整产品竞

价策略，争取获得已有客户现有产品线的更高份额；拓展已有客户的上下游产品线，开拓更多新产品线；开拓更多行业领先

的优质客户。节流方面，一方面提升内部管理，深化预算管理和绩效考核措施，持续降本增效；另一方面根据市场变化情况

积极调整内部资源，关闭、整合盈利能力较差的部门或分子公司。2020 年，为优化资产结构，公司顺利完成了安徽省大富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大富重工机械有限公司、广州大凌实业有限公司三家子公司的股权转让，剥离与公司主营业务关联

度及协同度较低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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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分行业 

通讯设备制造业 1,553,719,862.30 1,348,804,284.98 13.19% -17.22% -10.09% -6.88% 

精密电子制造业 481,203,408.05 288,481,443.13 40.05% 40.85% 16.99% 12.23% 

分产品 

射频产品 1,553,719,862.30 1,348,804,284.98 13.19% -17.22% -10.09% -6.88% 

智能终端结构件 481,203,408.05 288,481,443.13 40.05% 40.85% 16.99% 12.23% 

分地区 

国内销售 1,778,797,464.86 1,372,379,869.98 22.85% -12.98% -14.06% 0.97% 

国外销售 406,748,635.64 367,375,748.67 9.68% 38.64% 57.52% -1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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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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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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增加7户，减少4户，其中： 

1.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大富方圆（安徽）科技有限公司 本年新设 

深圳市大富铭仁科技有限公司 本年新设 

安徽省以太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本年新设 

安徽省大艾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本年新设 

兴义市捌拾贰杜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本年新设 

北京大富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本年新设 

大富产业投资（东莞）有限公司 本年新设 

2.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委托经营或出租等方式丧失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安徽大富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处置子公司 

蚌埠市大富荣昌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处置子公司 

广州大凌实业有限公司 处置子公司 

影像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处置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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