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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29                              证券简称：好利来                              公告编号：2021-017 

好利来（中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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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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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66,68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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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利来 股票代码 00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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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志容  

办公地址 厦门市翔安区舫山东二路 829 号  

电话 0592-7276981  

电子信箱 securities@hollyfus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情况 

自公司成立以来，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一直致力于熔断器、自复保险丝等过电流、过温电路保护元器件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并积极向过电压电路保护领域发展。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公司秉承“以人为本、责任与分享”的经营理念，产品已

涵盖管状熔断器、径向引线式熔断器、SMD熔断器、电力熔断器及自复保险丝五大类产品。      

我司生产的电路保护元器件的下游客户主要为各类家用电器、家庭视听及数码产品等消费类电子产品、计算机及其周边、

手机及其周边、照明、医疗电子、汽车电子、电力、工业设备等产品的大型生产商，下游领域广泛，公司形成了直销、专业

分销商、中小型贸易商相结合的销售模式。我司作为我国电路保护元器件行业的领军企业之一，同时也是国内产品线相对齐

全、销售规模较大的全球知名熔断器生产商。公司产品的定位大多属于中高端领域，公司的主要客户多为行业中的国际品牌

企业。经过多年的积累，与国内外众多知名的下游客户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公司以市场需要为导向，继续加强现有保险丝熔断器行业系列产品开发和经营的同时，加快建设创新型企业，通过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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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创新和业务拓展，打造成为集科技创新、数字网络、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等为依托的万物互联、天地一体的网络空间，

增加企业综合竞争力。 

（二）行业发展现状及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全球电路保护元器件的需求稳步增长。物联网、新能源、智能电网、高速铁路、通讯、数字技术等新技术正推动电子电

力行业发生革命性变革，电子电力行业将进入新一轮的高速发展时期。电路保护元器件是各种电路系统的安全性元件，电子

电力行业的高速发展将拉动电路保护元器件的市场需求。同时，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对电子电力产品的可靠性和

安全性要求不断提高，需要相应地提高电路保护元器件的使用密度，从而带动电路保护元器件的使用量。 

近年来我司逐渐加大了对新能源领域的开发和投入，如光伏行业，光储领域，电动汽车市场等领域，并取得了一定的市

场份额，未来我司将在持续巩固自身产品原有市场地位及影响力的基础上，积极开拓市场，扩大市场份额，拓展新的市场和

业务，尽可能降低客户集中度，减少经营风险，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  

公司始终把技术创新和产品与服务的完善作为发展的驱动力，将人才视为最重要的资源，组建完备的研发团队。我们将

一如既往积极配合设计、选型、现场指导、品质跟踪等全过程服务，注重了解、满足客户的需求，不断为客户创造更高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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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195,010.59 178,077,303.92 -4.99% 176,859,629.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784,638.77 21,608,922.16 -50.09% 20,626,502.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417,809.71 16,356,014.13 -11.85% 17,929,144.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135,715.44 42,151,697.53 -28.51% 21,974,319.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32 -50.00% 0.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32 -50.00% 0.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0% 4.91% -2.41% 4.85%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470,210,637.67 491,410,105.70 -4.31% 483,553,484.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15,874,261.62 447,622,767.60 -7.09% 433,521,12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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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18,046.94 45,582,813.38 43,715,234.62 53,478,915.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52,521.12 6,973,179.10 3,761,492.54 -1,202,553.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71,594.35 6,150,311.56 3,571,174.51 4,224,729.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373,482.01 13,161,399.12 5,888,926.00 -3,288,09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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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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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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2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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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利来控股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41.91% 27,945,440    

旭昇亚洲投资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4.52% 16,350,000  质押 16,350,000 

陈慧珠 境内自然人 1.25% 835,100    

柳建华 境内自然人 1.09% 727,800    

陈平 境内自然人 0.92% 612,900    

郝韻华 境内自然人 0.91% 608,590    

侯全福 境内自然人 0.86% 571,500    

魏百辰 境内自然人 0.75% 501,071    

俞祎萍 境内自然人 0.62% 412,300    

孔琴英 境内自然人 0.46% 309,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好利来控股有限公司、旭昇亚洲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发起人

股东并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两名发起人股东与上述其他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公司未知上述其他前 10 名

普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上述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柳建华通过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公司股票 727,8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727,800 股；

郝韻华通过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608,590 股，通过

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608,590 股；侯全福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571,5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571,500 股；魏百辰通过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501,071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501,071 股；孔琴英通过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09,1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30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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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及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公司管理层紧紧围绕战略目标与年度经营计划，适时调整策略，

积极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在做好防控疫情的同时，科学组织复工复产，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公司经营及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

并积极把握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机会。 

    （一）2020年度经营状况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营业收入   169,195,010.59    178,077,303.92  -4.99% 

营业成本    99,941,989.19    104,888,952.50  -4.72% 

利润总额    14,502,153.39     24,996,530.02  -41.98% 

净利润    10,784,638.77     21,608,922.16  -50.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135,715.44     42,151,697.53  -28.51% 

    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6,919.50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4.99%；实现净利润1,078.46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了50.09%，

主要原因如下： 

    1、报告期内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响，国内外整体经济下行，下游客户需求量减少，使得营业收入减少。 

    2、报告期内公司停止集团运营中心项目，使得前期投入的装修、租赁等资金损失。 

    3、收到的政府补助较上年度有所减少。 

    （二）2020年公司主要开展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1、加快自动化进程 

    1）持续针对精密工艺研究投入，注重工艺流程的革新，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使新产品的开发能力、品质控制和制

造技术得到持续提高。 

    2）积极推进产品自动化进程，持续推进精益生产，进一步提升生产管控水平，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制造成本，以

应对未来逐渐上升的人工成本和用工难的问题，提升产品的一致性、可靠性和耐久性。 

    2、建立与提升关键生产设备的开发自研能力和现有设备功能升级 

    组建专业团队注重自研自动化设备开发与对原生产线自动化进行升级改造，掌握自动化生产核心工艺技术,追求与超越

国际知名同业公司制造能力与水准。 



好利来（中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为确保产品品质一致性,持续提升并扩充设备的生产在线检测功能，并提升设备的能力和精确度，进一步提高生产自动

化与确保产品品质可靠稳定性。 

    3、产能调整计划  

    为顺应客户产品使用面与业务市场面的变化进行调整,公司对自动化设备的投入与生产线改造及人力结构持续进行优化，

结合业务营销计划针对利基型产品进一步扩大产能,对提升公司电路保护元器件的生产能力与竞争力，为公司加大开拓国内

外市场进一步奠定厚实基础。 

     4、关于控股子公司诉讼的相关事项 

2019年1月，好利来（中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好利来”）控股子公司好利来有限公司收到不

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送达的原告为ULTRASAVE LIGHTING LIMITED and ENERGY EFFICIENT LIGHTING LTD.( 以下

简称： Ultrasave Lighting and Energy Efficient)的民事索赔案件通知书（法院文号：VLC-S-S-190042温哥华登记处）。 

公司已委托律师于2019年4月将答辩状提交至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前期取证较为复杂困难，耗时较长。公司控

股子公司好利来有限公司于2020年12月收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送达的法律判决文书（法院文号：No.S184107 温哥

华登记处），判决如下：原告在诉讼中对被告提出的所有诉讼请求均被驳回，任何一方均无需承担费用；被告在诉讼中对第

三方提出的所有诉讼请求均被驳回，任何一方均无需承担费用。详情可见公司于2020年12月4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控股子公司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41），公司已经依据本

案终审判决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结合实际情况进行了相应的会计处理。本次裁定结果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不会

产生重大影响。 

    5、豁免实际控制人郑倩龄履行自愿性股份锁定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郑倩龄女士为优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及实现上市公司的长远发展，拟通过协议转让其所持上市公司股份

方式引入认可上市公司投资价值、看好上市公司发展前景的投资方。2020年9月2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豁免实际控制人郑倩龄履行自愿性股份锁定承诺的议案》。2020 年10月16日，

公司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豁免实际控制人郑倩龄履行自愿性股份锁定承诺的议案》。 

本次豁免公司实际控制人郑倩龄女士作出的有关自愿性股份锁定承诺事项，有利于推动本次股权转让事宜的顺利进行。

在股权转让完成后，引入优质投资方，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的行业地位和综合竞争实力，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权益。本次

豁免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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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熔断器 146,473,508.75 56,731,459.79 38.73% -2.60% -2.88% -0.11% 

管座/管夹 10,384,817.99 3,655,747.03 35.20% -32.14% -40.16% -4.72% 

其他业务 11,311,867.30 8,666,216.72 76.61% -1.39% 0.25%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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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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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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详见“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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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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