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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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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敬请查阅本报告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 本公司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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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5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6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20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

股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2,686,425,710.81元，母公司期末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934,123,425.17元。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拟以2020年度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10.8元（含税）。以目前总股本测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864,000,000.00元（

含税），占公司2020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为32.16%。2020年

度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7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及板块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传音控股 688036 无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曾春 张琪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深南大道9789

号德赛科技大厦标识层17层（自然层15

层）1702-1703号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深南大道

9789号德赛科技大厦标识层17层（

自然层15层）1702-1703号 

电话 0755-33979932 0755-33979932 

电子信箱 investor@transsion.com investor@transsion.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 主要业务、主要产品或服务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以手机为核心的智能终端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和品牌运营。

主要产品为 TECNO、itel 和 Infinix 三大品牌手机，包括功能机和智能机。销售区域主要集中在

非洲、南亚、东南亚、中东和南美等全球新兴市场国家。2020 年公司手机整体出货量 1.74 亿部。

据 IDC 数据统计，2020 年公司在全球手机市场的占有率 10.6%，在全球手机品牌厂商中排名第四，

其中智能机在全球智能机市场的占有率为 4.7%，排名第七位。2020 年公司在非洲的市场份额持

续提升，智能机市场占有率超过 40%，非洲第一的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在南亚市场，巴基斯坦

智能机市场占有率超过 40%，排名第一、孟加拉国智能机市场占有率 18.3%，排名第一、印度智

能机市场占有率 5.1%，排名第六。 

基于在新兴市场积累的领先优势，公司积极实施多元化战略布局，在新兴市场开展了数码配

件、家用电器等扩品类业务以及提供移动互联网产品及服务。 

 

(二) 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原材料的采购主要采用以产定购的采购模式，具体而言，公司根据市场预测或客户订单，

通过 MRP 逻辑运算确定物料总需求量和实际需求量并保证预留一定的安全库存，最后向供应商

发出采购订单。 

2、生产模式 

公司主要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计划管理部负责统筹物料计划、生产计划和出货计划，

安排自有工厂和外协工厂、ODM 厂商协同完成客户订单任务，满足客户需求的同时注重提升生

产效率和成本控制水平。根据自身销售计划或订单情况、产能利用率、成本管控需求等因素，公



司相应选择生产方式。 

3、销售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采取以经销商销售为主，以少量运营商销售为辅的销售模式。公司与客户均

签订产品销售协议等，约定产品的质量标准、交货方式和结算方式等。具体销售业务由客户按需

向公司发出采购订单，公司根据各类机型产品的存货数量、排产计划和产品适销性等安排发货。

对于经销商模式，公司主要采取预收款方式进行货款结算；对于运营商销售模式，公司采取预收

款或赊销两种方式进行货款结算。 

4、盈利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以手机为核心的智能终端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和品牌运营，

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均主要来自于手机产品销售。除手机产品外，公司还为客户提供移动互联网

服务、数码配件、家用电器等其他产品或服务。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功能的软件与手机

硬件融合是手机产品附加值的主要来源。 

 

(三) 所处行业情况 

1. 行业的发展阶段、基本特点、主要技术门槛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的规定，公司所处行业为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代码：C39）。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

公司所处细分行业为通信终端设备制造业（代码：C3922）。 

发展阶段： 

（1）全球手机市场总体情况：技术升级和功能创新所引发的新产品需求推动手机行业在 2010

年以后实现渗透率的快速提升，但随着行业发展日趋成熟，产品同质化现象开始呈现。同时，手

机渗透率的逐步提升使得各手机产业链上的相关厂商更加重视产品性能更新换代所带来的销量增

长，推动产品质量的进一步提升，手机的使用寿命逐步延长、产品性能日趋完善，在进一步改善

用户体验的同时，也变相提升了消费者更换机型的预期。 

（2）新兴市场情况：非洲、南亚、东南亚、中东和南美等新兴市场人口基数超过 30 亿，经

济发展水平较低，手机行业发展相对滞后，人均手机保有量较小，市场空间较大。同时，随着新

兴市场的日益成熟，智能手机占比将不断提高，存在较大的结构性改善需求。 

行业基本特点： 

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终端集合了通信技术、集成电路、硬件制造、信息服务、数据安全、IOT

互联，人工智能等多项高科技领域的核心技术，是各个国家重点角逐的领域，也是我国当前着重



培育和发展的战略新兴产业，受到国家的多项政策支持。近年来随着科技不断发展，新技术、新

设计不断被应用，众多高科技含量的产品设计被推向市场，如全面屏手机、无线充电功能、人工

智能、生物识别功能、5G 通讯、手机新形态折叠、隔空充电、AIOT 等，加快推动手机的产品升

级。手机产品通过将互联网、软件算法和硬件深度融合，利用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完成大量场景

化、个性化的数据积累和实时交互，持续推动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 

技术门槛： 

手机的研发与生产横跨芯片技术、计算机算法、人工智能技术、生物识别技术、自动化技术、

工业设计、屏幕显示技术、硬件驱动等各个领域，涉及的零部件种类繁多，且产品迭代速度较快，

创新技术普及周期较短，不但需要企业掌握多方面的技术工艺，具备深厚的技术经验积累，拥有

强大的技术资源整合能力，还对企业的产品自主开发及技术工艺创新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

行业新进入企业难以在短期内形成足够的经验技术积累、较强的技术工艺研发能力以及生产运营

管控能力，技术准入门槛较高。 

 

2.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公司定位于科技品牌出海，致力于向海外新兴市场用户提供优质的智能终端设备，并基于自

主研发的智能终端操作系统和流量入口，为用户提供互联网服务。 

    经过多年的积累，公司已在品牌影响力、用户规模、技术创新、销售网络、供应链管控、售

后服务等领域具备优势。 

2020 年公司手机整体出货量 1.74 亿部。IDC 数据统计，2020 年公司在全球手机市场的占有

率 10.6%，在全球手机品牌厂商中排名第四，其中智能机在全球智能机市场的占有率为 4.7%，排

名第七位。2020 年公司在非洲的市场份额持续提升，智能机市场占有率超过 40%，非洲第一的领

先优势进一步扩大。在南亚市场，巴基斯坦智能机市场占有率超过 40%，排名第一、孟加拉国智

能机市场占有率 18.3%，排名第一、印度智能机市场占有率 5.1%，排名第六。 

根据《African Business》2020 年 6 月发布的“最受非洲消费者喜爱的品牌”百强榜上，公司

下属三个手机品牌 TECNO、itel 及 Infinix 分别位列第 5、21 及 27 名。其中 TECNO 连续多年位

居入选的中国品牌之首，是非洲消费者最喜爱的中国品牌，itel 位居中国品牌第二名。 

 

3. 报告期内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 

3.1 新技术 

移动通讯技术发展经历了模拟，2G，3G，4G，5G 等几个阶段，目前 4G 技术已经成熟，5G



快速发展。同时，软件人工智能方面，计算机视觉依托移动端 AI 加速芯片在算力上的持续提升以

及应用接口的标准化，更多视觉深度学习计算往端侧迁移，带来高性能、低延时的体验以及隐私

的保障，服务于拍照、识物等各类场景，并从 2D 图像向 3D 视觉、视频处理上发展；在语音语义

上，从语音识别、语义理解、对话管理、应答生成到语音合成，基于深度学习的端到端方案成为

行业主流，庞大的语料积累成为了壁垒，行业更多地从用户场景上深入挖掘价值点，并打造语音

生态；在通用 AI 上，大数据结合用户习惯学习、行为预测成为主流，基于用户的偏好更加精确地

调度资源，推荐服务，提升用户使用体验。 

3.2 新产业 

（1）智能手机（含 5G 手机）产业：5G 技术的应用及 5G 通信网络的建设，将推动手机用户

的换机潮，5G 手机将迅速成为发达国家的主流。（2）智能家居产业：智能手机有望成为智能家

居的神经中枢，手机通过 APP 与家电连接，打造真正的智能家居生活。（3）智能手机增值服务

产业：智能手机和 5G 技术应用将促进移动在线数字娱乐的快速发展，从而推动智能手机增值服

务（比如音频配件、电源配件、可穿戴设备、智能音箱等硬件，以及音乐、视频内容和云服务等）

产业规模的快速增长。 

3.3 新业态 

（1）手机+移动在线消费服务业态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各类在线消费服务（比如在线购物、

订餐、购票等）将进一步从 PC 端转向移动手机端，手机+在线消费服务的移动互联网服务市场规

模将进一步扩大。全球移动支付市场将保持快速增长。（2）手机+在线数字娱乐业态将获得蓬勃

发展：5G 网络使高延时问题得到解决，越来越多的用户通过手机端观看电影、电视剧和点播节目。

手机+AR/VR 的融合将会让人们舒适自在地沉浸在虚拟与现实交错的互动世界，数字娱乐媒体市

场将蓬勃发展。 

3.4 新模式 

（1）移动社交电商模式：移动社交已成为移动互联网最大的流量入口。相比传统电商“搜索

式”的购物模式，社交电商以社交网络为纽带，每个社交节点均可以成为流量入口并产生交易，

呈现出“去中心化”的结构特点，其高效的获客、强大的裂变能力推动着移动社交电商模式的快

速发展。（2）手机短视频营销模式：由于网速越来越快，短视频日渐取代图文成为大众上下班途

中、睡觉前等碎片化时间里消遣的主要娱乐方式。短视频成为了一大批年轻人的娱乐方式。短视

频成也为更多信息、多种传播的载体，促进着全球移动广告业发展。（3）智能手机厂商增值服务



模式：手机品牌厂商以其硬件销售积累了大量用户资源，手机硬件中搭载的软件操作系统为用户

提供了便捷、高效的互联网流量入口，手机品牌厂商通过提供应用预装、应用/游戏分发、游戏联

运、广告展示、付费素材/主题以及本地化服务聚合等移动互联网增值服务，形成自流量聚集、分

发至流量变现的商业盈利模式。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25,990,508,986.69 17,743,753,414.33 46.48 10,353,199,317.86 

营业收入 37,791,888,885.74 25,345,929,613.02 49.10 22,645,881,210.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686,425,710.81 1,793,303,139.99 49.80 657,377,996.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385,815,433.77 1,552,999,410.60 53.63 1,224,374,108.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0,492,106,354.53 8,253,990,126.23 27.12 3,916,301,749.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307,934,791.33 4,040,518,882.70 6.62 2,073,322,246.4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 
3.36 2.42 38.84 0.9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 
3.35 2.42 38.43 0.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28.90 33.53 

减少4.63个

百分点 
18.49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 
3.06 3.18 

减少0.12个

百分点 
3.14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5,644,735,068.15 8,200,920,126.94 11,125,325,592.15 12,820,908,098.5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54,642,283.49 736,627,995.64 862,684,057.83 732,471,373.8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295,911,977.85 643,304,386.74 808,869,951.19 637,729,117.99 



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48,828,949.65 491,061,621.76 3,286,996,829.84 1,478,705,289.38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43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1,23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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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包 含 转

融 通 借

出 股 份

的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质押或

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

份 

状

态 

数

量 

深圳市传音投资有

限公司 
0 408,425,276 51.05 

408,425,

276 

408,425,

276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源科（平潭）股权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源科（平

潭）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6,950,000 86,744,149 10.84 0 0 无 0 其他 

深圳市传力股权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9,126,000 51,579,526 6.45 0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深圳市传音创业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5,194,128 27,482,615 3.44 0 0 无 0 其他 

深圳市传力创业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5,502,000 27,174,743 3.40 0 0 无 0 其他 

深圳市传承创业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7,050,000 25,733,799 3.22 0 0 无 0 其他 

MERRILL LYNCH 

INTERNATIONAL 
9,361,637 9,361,637 1.17 0 0 无 0 其他 



新政泰达投资有限

公 司

(TETRAD VENTUR

ES PTE. LTD) 

-2,500,000 9,271,280 1.16 0 0 无 0 
境外法

人 

新余睿启和盛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371,357 6,350,000 0.79 0 0 无 0 其他 

GAMNAT PTE.LTD. -3,216,226 6,200,655 0.78 0 0 无 0 
境外法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1 、 新 政 泰 达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TETRAD VENTURES PTE. LTD) 和

GAMNAT PTE. LTD.同受新加坡财政部控制；2、深圳市传音投资有限

公司、深圳市传力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传承创业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深圳市传力创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传音创业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为员工持股平台；3、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 

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详见第四节之一“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所述。 

 

2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详见“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中“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

估计变更”的内容。 

 

4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将深圳小传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小传）、上海传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上海传英）、深圳市泰衡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泰衡诺）、惠州埃富拓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惠州埃富拓）、深圳市展传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展传）、深圳市展想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展想）、上海展扬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展扬）、深圳传承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传承科技）、深圳赛尼克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赛尼克斯）、

深圳传音通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传音通讯）、深圳传音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传音制

造）、上海小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小传）、重庆传音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传音

科技）、重庆传音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传音通讯）、TRANSSION HOLDINGS LIMITED

（香港）、TRANSSION INVESTMENT LIMITED（香港）、重庆小传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

庆小传）、深圳埃富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埃富拓）等 107 家子公司以及原子公司深圳市

智讯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智讯拓）、惠州传音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传音电子）



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情况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八和九之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