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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02                           证券简称：聚龙股份                           公告编号：2021-026 

聚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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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无法表示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不适用。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

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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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龙股份 股票代码 30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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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莎 邹允 

办公地址 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千山中路 308 号 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千山中路 308 号 

传真 0412-2538311 0412-2538311 

电话 0412-2538288 0412-2538288 

电子信箱 julong_hs@julong.cc zy041@julong.cc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国内领先的“金融电子”与“金融服务”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面向国内外金融领域提供货币



聚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反假、智能清分、自助柜台、金融电子交易、金融信息化系统及第三方金融服务解决方案等业务。公司是

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以及华夏、民生、兴业等十三家商业银行总行入围供应商，在货币反假、

智能清分、第三方金融服务等领域具有较强的品牌优势。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营业务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金融机具、电子产品销售业务：涵盖商业银行网点柜台、后台及现金处理中心、金库系统等现

钞类终端处理设备，以及智能收银终端等金融电子产品； 

第二、金融信息化系统开发及服务运营业务：涵盖基于商业银行网点、金库业务模式的信息化服务平

台，以及第三方现钞处理、金库管理一体化服务运营、供应链金融系统开发及服务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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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5,862,626.19 669,007,432.45 -15.42% 622,742,428.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742,538.30 37,896,860.72 25.98% -132,559,024.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1,752,013.95 -42,904,819.36 197.31% -135,675,821.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1,283,718.81 51,622,363.77 328.66% 87,696,525.7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69 0.0690 25.94% -0.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69 0.0690 25.94% -0.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2% 2.34% 0.58% -7.86%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2,268,869,406.19 2,179,311,286.95 4.11% 2,351,270,921.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20,029,565.35 1,621,857,660.21 -0.11% 1,597,582,92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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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154,312.90 126,526,699.05 146,907,234.85 193,274,379.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376,844.15 5,355,503.82 18,442,845.46 14,567,344.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479,105.32 4,093,846.69 17,380,902.81 11,798,159.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4,999,410.01 14,358,566.03 -7,171,404.06 329,095,96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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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85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6,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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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永诠 境内自然人 21.50% 118,162,096 94,426,572 质押 118,147,993 

安吉聚龙企业

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90% 76,381,689  质押 56,023,497 

周素芹 境内自然人 5.77% 31,688,000  质押 31,687,999 

张奈 境内自然人 1.77% 9,720,000 7,290,000 质押 9,360,000 

海通期货－华

泰证券－支持

民企发展系列

之海通期货 9

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1.70% 9,317,000    

萨仁高娃 境内自然人 0.62% 3,386,300    

肖秀艮 境内自然人 0.55% 3,017,900    

寿稚岗 境内自然人 0.54% 2,975,074    

海通期货－华

泰证券－证券

行业支持民企

发展系列之海

通期货 1 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48% 2,626,982    

陈楠楠 境内自然人 0.46% 2,509,33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前十名股东中，柳永诠先生与周素芹女士系母子关系，柳永诠先生与张奈女士系夫妻关

系，周素芹女士系安吉聚龙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股东，与安吉聚龙企业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控股股东柳长庆先生系夫妻关系。除上述关联关系，公司未知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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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继续发挥在银行业金融机构多年来积累的渠道口碑和品牌优势，坚持由高端金融机电产

品制造商向货币金融服务平台综合解决方案供应商转型，为人民银行、商业银行提供基于商业银行网点、

后台金库、自助银行、人民银行等金融机构业务需求的信息化、智能化金融服务解决方案。报告期内，公

司在《人民币现金机具鉴别能力技术规范》金融行业标准（下称“金标”）的贯彻实施下，积极应对各类

商业银行机具升级的招标及批量采购工作，在2019年工、农、中、建、交等11家国有商业银行及股份制银

行核心产品的全线中标入围基础上，2020年又在北京银行、天津银行、广州银行、乌鲁木齐银行、龙江银

行、广州农商银行、贵阳农商银行、陕西秦农银行等81家城商银行、农商农信总行或二级分行的招标采购

活动中中标入围，中标率超过50%。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发挥在银行业金融机构多年来积累的渠道口碑和

品牌优势，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政策引导下，积极推进数字化金融服务平台、现钞冠字号大数据管理系统、

智能化金库改造、硬币调剂平台等金融科技创新、金融服务创新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落地。报告期内，

公司结合冠字号大数据管理经验，加深区块链相关技术的应用结合，升级完善人民币流通管理解决方案，

使其具有并行触发和不可篡改性，保证金融流通安全，配合中国人民银行区域现金处理中心试点工作，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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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区域现钞中心运营项目，提供综合现金服务，实现现金集约化处理。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6,586.26万元，同比下降15.42%，实现营业利润4,757.71万元，同比

增长6.7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774.25万元，同比增长25.98%。报告期内,在董事会及高管团

队的带领下公司各项主要业务有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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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电子产品收

入 
436,050,606.69 218,741,311.06 50.16% -16.63% -20.15% -2.22% 

金融信息化系统

开发及服务运营

收入 

100,405,266.93 46,767,397.37 46.58% 5.11% 41.50%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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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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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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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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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增加南通聚龙融鑫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聚

龙）。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8号-合并财务报表》规定，将南通聚龙纳入报表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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