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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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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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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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2020 年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总股本（420,000,0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36 元（含税）
，送红股 0 股（含税）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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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络电子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300975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蔡立君

张君

办公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区玉盘西街 4 号绿地之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区玉盘西街 4 号绿地之
窗 C3-9 层
窗 C3-9 层

传真

025-83677677

025-83677677

电话

025-83677688

025-83677688

电子信箱

sldz_investor@sunlord.com.cn

sldz_investor@sunlord.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国内领先的被动元器件分销商，主要面向网络通信、消费电子、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应用领
域的电子产品制造商，为其提供电子元器件产品。公司代理的产品包括电容、电感、电阻及射频器件等被
动电子元器件及IC、分立器件、功率器件、存储器件及连接器等其他电子元器件，其中以被动电子元器件
为主。目前，公司拥有约80家知名原厂的授权，向约2,000家客户销售约3万种电子元器件产品。
公司位于电子元器件产业链的中间环节，作为分销商，和电子元器件生产商及电子产品制造商基于供
应链合作形成经济协同，以提升产业反应速度并不断优化成本，是连接上下游的重要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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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向原厂分享行业及客户信息，利用广泛的销售网络帮助原厂拓展新行业、新客户，推广新产品，
提供客户端的产品教育培训，提升产品市场份额，降低营销成本；公司通过集中大量客户需求并基于预测
备货进行稳定批量下单，协助原厂进行生产计划安排，平滑生产周期波动、提升其生产稼动率，降低产品
成本；公司还拥有完备的客户筛选及风险控制体系，以降低自身及原厂的坏账风险；通过与原厂建立长期
紧密的合作关系，获得原厂更好的供应支持。
公司基于行业发展情况及趋势判断，不断甄选行业内优质电子元器件生产商并取得其代理资质，从源
头保障产品品质；公司代理数百个品类、数万种产品，为客户提供多品类一站式的采购服务，并通过整合
市场预测、客户需求预测、供应预测及客户订单等信息设定需求计划，整合不同行业数千家客户的需求，
向电子元器件生产商集中议价和采购，建立缓冲库存，保证产品供应的及时性、稳定性及灵活性，降低客
户综合采购成本；公司在销售过程中为客户提供全流程服务保障，通过建立技术支持工程师和产品经理团
队，在客户产品立项、研发、量产等多个环节提供产品应用咨询、方案设计支持、样品及小批量供货等服
务，帮助客户快速推出顺应市场需求的电子产品，并提供完善的售后服务，确保客户的产品品质保障。
公司以总部南京为依托，分别在深圳、上海、苏州、天津、香港、台湾、新加坡等21个城市或地区设
立子公司或办事处，并在南京、深圳、香港三地设立大型仓储物流中心，通过遍布主要电子制造商生产基
地的服务网点及三大核心仓库，及时响应客户需求，实现本地化服务、快速物流和价格成本上的比较优势。
公司代理的产品包括电容、电感、电阻及射频器件等被动电子元器件，和IC、分立器件、功率器件、
存储器件及连接器等其他电子元器件，其中以被动电子元器件为主。目前公司代理的主要品牌包括TDK（东
电化）、Samsung（三星电机）、Yageo（国巨）、顺络电子、TE（泰科）、乐山无线电及兆易创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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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3,118,957,464.97

2,068,426,391.41

50.79%

2,992,733,251.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9,606,761.59

99,028,766.22

51.07%

333,778,529.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5,918,735.06

86,886,287.04

56.43%

375,767,664.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8,364,011.68

28,649,334.77

-1,385.77%

149,529,256.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048

0.2679

51.10%

0.90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048

0.2679

51.10%

0.90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53%

10.85%

3.68%

49.67%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788,062,811.40

1,228,530,400.57

45.54%

1,309,770,756.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03,035,832.85

954,666,594.53

15.54%

870,882,260.5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586,189,565.02

745,684,958.21

839,451,968.71

947,630,973.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441,235.25

48,651,450.90

29,612,872.74

34,901,202.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259,091.35

39,092,122.40

28,813,562.58

32,753,958.73

-99,190,906.81

-158,459,889.11

-28,540,074.27

-82,173,141.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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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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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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41
普通股股东总
数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
41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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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宏志

境内自然人

45.42%

167,878,480

167,878,480 无质押或冻结

谢丽

境内自然人

11.55%

42,672,000

42,672,000 无质押或冻结

张全

境内自然人

5.76%

21,280,000

21,280,000 无质押或冻结

苏州邦盛赢新
境内非国有
创业投资企业
法人
（有限合伙）

3.75%

13,871,704

13,871,704 无质押或冻结

周加辉

境内自然人

3.55%

13,104,000

13,104,000 无质押或冻结

苏州融联创业
境内非国有
投资企业（有限
法人
合伙）

2.84%

10,500,000

10,500,000 无质押或冻结

南京昌络聚享
企业管理咨询 境内非国有
中心（有限合 法人
伙）

2.43%

8,984,640

8,984,640 无质押或冻结

西藏津盛泰达
境内非国有
创业投资有限
法人
公司

2.37%

8,750,000

8,750,000 无质押或冻结

杭州海达明德
创业投资合伙 境内非国有
企业（有限合 法人
伙）

1.97%

7,280,000

7,280,000 无质押或冻结

湖州泰宇投资
境内非国有
合伙企业（有限
法人
合伙）

1.93%

7,151,469

7,151,469 无质押或冻结

数量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南京昌络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周加辉，两名股东为一致行动关系，合计持有公司 5.98%股份。
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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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和国际贸易摩擦加剧的共同影响，全球经济面对相当的不确定性风险，
公司业务也面临诸多挑战和困难。在这特殊的一年里，公司管理层迎难而上，紧紧围绕发展战略和年度经
营目标，快速推出多项举措，积极应对疫情的不利影响，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安全、有序地实现复工
复产。同时，在产业领域，借力5G通信、新能源汽车、物联网及工业互联网等产业升级的契机，大力开发
优质的客户群体，凭借公司优异的供应链管理能力和长期深耕产业链形成的资源壁垒，公司实现业绩规模
和利润水平的双重增长，公司发展再上新台阶。2020年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31.19亿元，较2019年同期增
长50.7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0亿元，较2019年同期增长51.07%。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工作有：
（一）公司持续加大信息系统建设，提升供应链管理能力
信息是公司运营的基础。公司的日常各项运营操作、重大战略决策和风险控制判断均需依赖广泛而准
确的信息。
2020年，公司继续加大在信息系统领域的建设投入，采购行业内优秀的信息化系统，对引入系统与公
司实际的运行过程进行融合、改进，持续提升公司信息系统对实际业务的指导能力，让业务更高效。公司
新增研发人员12人，新增研发投入467.25万元，为公司下一步的成长打造了坚实的基础。
公司自主开发了数字化运营平台DOP，2020年，以该平台为基础，公司初步完成了产品管理系统
（PCM）、供应商管理系统（SCM）、参与人管理系统（PMS）及企业数据集成系统（DSC）等多功能系
统平台，通过数字化手段打通供应链上下游各环节，形成供应链智能协同、统合信息流、业务流、资金流、
实物流的综合平台，并在平台运转的基础上，实时获取全局经营态势，使管理者具备及时、准确和全面的
掌握市场变化趋势的能力，为及时识别风险，提前洞察商业机会提供了有效的决策依据。
（二）公司持续扩大代理范围，为客户提供更广泛的产品选择
2020年，公司继续扩大原厂的数量，增加原厂的授权规模，为客户提供更更丰富的产品种类、更具优
势的产品价格和更及时的产品供应。
2020年，公司新增授权代理品牌22个，全部代理产品品牌已约80家，代理品牌家数得到快速的增长。
其中，公司新增被动元器件产品线代理权7个，主要新增品牌PULSE（普思）、NICHICON（尼吉康）、
Molex（莫仕）、泰科天润、华晶、康希通信（KCT）、博实结等；新增主动及其他元器件产品线代理权
15条，主要新增品牌恒泰柯、United SIC、东微、YM（上海世携）、荣湃、杰华特、国民技术、信芯微（KIWI）、
美格智能、广和通、百瑞互联（BARROT）、SEMIMENT（赛卓）、苏州量芯微（GaNPower）、Renesas
（瑞萨）、长鑫（CXMT）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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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持续扩展市场影响，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
疫情之下，公司积极应对疫情的不利影响，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安全、有序地实现复工复产，实
现了对客户稳定的供应保障，赢得了客户的高度赞誉，提升了与客户的合作粘性。
2020年，公司积极扩大市场影响，加大境外市场的扩张，在中国港澳台、新加坡、菲律宾、泰国及印
度等市场的扩张，为公司全球化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2020年，公司境外市场销售规模29,823.52万元，较
2019年增长48.92%。
2020年，公司积极开拓下沉市场，打造EMALL商品交易平台，降低元器件交易费用，积极服务中小
客户市场。通过EMALL平台的运营，将市场范围向长尾领域进行延伸，推动公司业务持续下沉，打造公
司业务新的增长极。2020年，公司EMALL实现了销售收入的显著增长。
（四）围绕业务发展主线，持续引入人才
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是公司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2020年，公司围绕业务发展为主线，持续调整组织架
构，引入新的技术、销售及管理人才，为公司的持续运行增添动力。2020年末，公司已拥有研发人员23人，
AE及FAE团队合计18人；为开拓台湾地区及海外市场，公司设立了台湾商络、新加坡商络等分子公司，并
成立了海外开发部，截至2020年末，已有员工30人；为拓展主动元器件产品线，公司设立了业务拓展中心，
截至2020年末，该中心已有员工24人。
（五）积极组织疫情下的复工复产
2020年2月初公司有序开始现场复工，开工率逐步上升；2月末，通过现场及远程方式，公司的复工率
达到96%；3月中下旬，湖北籍员工返岗后，公司已实现全员复工。为全面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范工作，公
司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应对疫情，包括成立了新冠肺炎疫情防范工作组，明确各组工作范畴，责任落实到个
人；制定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疫方案》，保证疫情防范及应急处理工作规范有序开展；积
极与供应商和客户沟通，努力保证元器件供应稳定及客户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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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电容

1,310,814,872.67

206,233,142.47

15.73%

40.52%

89.06%

4.04%

电感

505,789,817.83

74,839,594.81

14.80%

36.64%

12.18%

-3.23%

分立器件

218,057,728.73

55,764,820.86

25.57%

75.30%

63.50%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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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采用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相关规定（以下
简称“新收入准则”）。
准则规定在准则实施日，企业应当按照规定对金融工具进行分类和计量，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
与本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未调整可比期间信息。
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合并报表
项

目

负债：
预收账款
合同负债

调整前
2019年12月31日

重分类调整

13,077,801.94
-

重新计量

-

-13,077,801.94
13,077,801.94

单位：元
调整后
2020年1月1日
13,077,801.94

母公司
单位：元
项

目

负债：
预收账款
合同负债

调整前
2019年12月31日

重分类调整

9,088,955.55
-

重新计量

-

-9,088,955.55
9,088,955.55

调整后
2020年1月1日
9,088,955.55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报告期内公司无应披露的其他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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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