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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06                           证券简称：华阳集团                           公告编号：2021-014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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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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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079,4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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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阳集团 股票代码 002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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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翠翠 李翠翠 

办公地址 
惠州市东江高新科技产业园上霞北路 1

号华阳工业园 A 区集团办公大楼 

惠州市东江高新科技产业园上霞北路 1

号华阳工业园 A 区集团办公大楼 

电话 0752-2556885 0752-2556885 

电子信箱 adayo-foryou@foryougroup.com adayo-foryou@foryougroup.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16号——上市公司从事汽车制造相关业务》的披露要求 

（一）公司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致力于成为国内外领先的汽车电子产品及其零部件的系统供应商，主

要从事汽车电子、精密压铸、精密电子部件以及LED照明等业务，各业务研发、生产、销售由各控股子公司开展。 

各业务分板块说明如下： 

1、汽车电子板块主要面向整车厂提供配套服务，下游客户主要为汽车厂商或汽车厂商的一级供应商，主要采用与客户

同步研发模式进行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布局智能座舱、智能驾驶和智能网联三大领域，主要产品包括车载影音、

车载智能网联、车载导航、液晶仪表、流媒体后视镜、空调控制器、域控制器、抬头显示（HUD）、360环视系统、自动泊车

系统（APA）、盲区监测（BSD）、驾驶员监测系统（DMS）、车载摄像头、无线充电、T-BOX、FOTA等。公司持续升级和丰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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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线，增强配套能力。 

 

 
公司汽车电子产品在汽车的应用场景示意图 

2、精密压铸板块主要生产铝合金、锌合金精密压铸件，目前拥有汽车关键零部件、精密3C电子部件及工业控制部件等

较全面的产品线。其中，汽车关键零部件主要应用于汽车底盘系统、汽车转向系统、汽车发动机及变速箱、汽车传动系统、

智能钥匙、新能源三电系统（电池、电机、电控）等；精密3C电子部件广泛应用于包括航空、机械、电子、5G光通信等行业

在内的各类连接器及结构件等。公司根据客户需求，进行产品和工艺设计研发、模具及工装设计制造等，经客户验证批准后，

依据客户生产订单进行生产。另外，公司建立了表面处理线，提升了产品配套及交付能力。• 

 
   公司精密压铸产品在汽车的应用领域示意图 

3、精密电子部件板块主要生产与光盘应用相关的产品，拥有机芯、激光头及组件等产品线，相关产品产销量位居行业

前列。激光头及组件等产品主要为国际知名企业代工，机芯类产品为公司自主研发，并根据客户订单安排生产。 

4、LED照明板块拥有LED封装、LED照明灯具等业务，主要产品包括封装产品、智能照明灯具、商业和工业照明灯具

等，采用订单式生产模式。 

 

（二）公司所处行业的发展状况 

1、汽车电子 

汽车行业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趋势加速，汽车电子整车占比将持续提升，未来一段时期汽车电子将保持较高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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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技术迭代加快、集成度持续提升；新进入的企业越来越多，竞争将趋向多元、复杂和国际化。 

公司从2001年开始发展汽车电子业务，目前拥有较为丰富的智能座舱、智能驾驶和智能网联产品线。今后将继续完善和

丰富产品线，优化、升级客户结构，保持和加强前瞻性研发投入和技术储备，提升配套能力和销售规模。 

2、精密压铸 

精密压铸技术适应了产品复杂化、精密化、轻量化、节能化趋势，中国从压铸大国逐步转向压铸强国，综合竞争力持续

提升，全球精密压铸业务呈现向中国等国家转移的趋势；预计今后一段时期精密压铸行业将保持增长。 

公司精密压铸业务从2003年起步发展，目前拥有汽车关键零部件（含新能源三电系统关键部件）、精密3C电子部件及工

业控制部件等较全面的产品线，为客户提供产品协同开发、模具设计及制造、精密压铸及机加工、表面处理、组装等一站式

服务。凭借先进的精密模具技术、强大的FA能力和质量管控能力，已成为精密压铸行业竞争力最强的企业之一。 

3、精密电子部件 

在精密电子部件制造领域，公司主要涉及光盘业务相关零部件的生产，如激光头、FPC等。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

和替代存储技术的发展，光盘业务市场规模持续萎缩，光盘业务的相关上游产业也相应萎缩。公司精密电子部件板块的收入

占比呈现持续下降趋势。 

4、LED照明 

LED相关技术的完善、产品性价比的提升以及物联网技术的发展，助推智能照明迅速发展，未来空间广阔；欧美限售荧

光灯和卤素灯期限已经来临并正阶段性实施，未来几年LED产业在欧美的智能照明、工业照明、办公和商业照明上仍有较大

的增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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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4,433,984.59 3,383,409,896.94 -0.27% 3,468,780,535.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1,045,161.26 74,491,792.16 143.04% 16,635,325.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9,193,858.04 29,962,013.83 297.82% -18,884,266.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5,156,570.70 186,567,555.79 -27.56% 76,846,653.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9 0.16 143.75% 0.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8 0.16 137.50% 0.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5% 2.18% 2.97% 0.48%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4,994,767,357.68 4,702,137,896.08 6.22% 4,546,900,638.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583,342,151.92 3,440,999,540.58 4.14% 3,400,828,14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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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963,500.99 702,260,198.73 906,346,153.97 1,255,864,130.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7,714,622.56 34,103,215.46 37,492,582.57 91,734,740.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253,733.61 23,729,061.70 31,829,311.69 58,381,751.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23,473,434.26 153,492,118.16 68,823,152.77 -63,685,26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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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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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93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0,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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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州市华阳

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7.25% 

270,851,3

52 
0   

中山中科股

权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3.68% 

64,742,32

5 
0   

珠海横琴中

科白云股权

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8.32% 

39,342,90
0 

0   

深圳小水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小水

长流2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10% 5,205,321 0   

新华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

公司－分红

－团体分红
-018L-FH001

深 

其他 1.04% 4,900,930 0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宝盈

人工智能主

题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7% 3,637,300 0   

中国工商银

行－宝盈泛

沿海区域增

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1% 3,345,911 0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63% 2,972,65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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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

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

产品
-018L-CT001

深 

其他 0.56% 2,641,827 0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宝盈

策略增长混

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48% 2,254,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中山中科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及珠海横琴中科白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均是

广东中科科创创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管理的私募投资基金，二者为一致行动。公司未

知其他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深圳小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小水长流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光

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5,205,321 股，实际合计持有

5,205,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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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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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冠疫情、中美贸易冲突、全球经济衰退的严峻形势，公司及时调整并明确了以“订单、交付、疫情防控”

为年度中心工作，一方面做好疫情防控，稳定生产，积极跟进零部件的供应，确保订单顺利交付；另一方面积极转变营销方

式和策略，新订单开拓取得较大的突破。2020年，公司持续深化阿米巴经营和精益管理，提质增效效果明显，报告期内实现

营业收入33.74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0.2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43.04%。各业

务情况如下： 

（一）汽车电子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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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汽车工业经济运行情况”显示，2020年我国汽车产销呈现先抑后扬的发展态势，全年产

销分别完成2522.5万辆和2531.1万辆，同比分别下降2.0%和1.9%。其中,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1,999.4万辆和2,017.8万辆,

同比分别下降6.5%和6%。中国品牌乘用车共销售774.9万辆,同比下降8.1%。 

2020年上半年，受疫情冲击和汽车市场变化，公司汽车电子业务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32.21%；2020年下半年，随着

汽车市场回暖，新项目逐步量产，新产品出货量大幅增加，公司汽车电子业务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26.79%。2020年全年，

公司汽车电子业务实现营业收入21.06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24%。 

报告期内，公司汽车电子业务客户结构持续优化，市场开拓取得较大突破，承接了包括长安福特、长城、长安、广汽、

先锋、PSA等客户的新项目。产品方面，围绕智能座舱、智能驾驶和智能网联三大领域的产品愈加丰富，配套能力稳步提升。

公司车载智能网联、液晶仪表、流媒体后视镜、360环视、HUD、无线充电、煜眼摄像头等均已进入主流车厂并量产，其中液

晶仪表、HUD、无线充电等产品的销量呈高增长态势，市场空间广阔；新技术方面，公司推出的车规级、开放式的软硬分离

平台AAOP1.0已在多个项目量产，自主研发的AR-HUD、自动泊车（APA）已获得定点项目，已成功开发出了具备高集成度和扩

展性的座舱域控制器产品。 

（二）精密压铸业务 

2020年，公司精密压铸业务全面实施“精益创改、提质增效”经营方针，不断提升竞争力，全年实现营业收入及净利润

双增长，实现营业收入6.3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9.24%。市场方面，成功开拓了PSA、南沙电装、飞利浦电子、美国斑马

科技等新客户，成功导入了欧洲大陆、本田及北美采埃孚（ZF）等优质项目，新能源领域的三电压铸零部件项目及订单均增

加；先后获得大陆全球优秀供应商奖、ZF质量贡献奖、艾默生战略伙伴奖等荣誉。经营管理方面，持续深化阿米巴经营管理，

持续推进工厂低成本智能化改造、专项品质提升等工作，提高了精密压铸业务的综合竞争能力。新建的表面处理业务实现批

量生产，提升了产品配套和交付能力。 

（三）精密电子部件业务 

2020年，公司精密电子部件业务实现营业收入3.92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8.28%，光盘业务（包括激光头、机芯）所处

的细分市场持续萎缩，但公司仍保持较高的行业地位。  

（四）LED照明业务 

2020年，公司LED照明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42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2.87%，主要是公司产品结构调整，低毛利产品进

一步减少，智能照明产品及国内工程照明产品销售额有所增长，同时公司大力改进库存管理，有效管控费用，实现扭亏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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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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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收入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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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团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新收入

准则引入了收入确认和计量的5步法，并针对特定交易(或事项)增加了更多的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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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团仅对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进行调整。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集团2020年1月1日合并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人民币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重分类 2020年1月1日 

流动负债：    

预收款项 54,812,898.24 -54,800,817.07 12,081.17 

合同负债 - 51,906,411.41 51,906,411.41 

其他流动负债 - 2,894,405.66 2,894,405.66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母公司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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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解释第13号对本集团合并及母

公司财务报表未产生重大影响。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 
 

2020年6月19日，财政部以财会〔2020〕10号文件发布了《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以下简称“10号

文”)，10号文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企业按照10号文采用简化方法的，可以对2020年1月1日至10号文施行日之间发生的相关租

金减让根据10号文进行调整。10号文的相关规定对本集团合并及母公司财务报表未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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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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