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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智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补充性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智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了使全体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更好的了解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相关内容，公司特此对 2020 年年度报

告的相关事项进行补充说明，具体如下： 

一、关于公司所处行业不存在明显季节性特征的补充性说明 

智能快件箱旨在服务快递包裹配送环节，属于物流终端配送的基础设施，可

以帮助快递企业解决“最后一公里”难题，帮助其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高配送

效率、优化服务质量。近年来，随着电商的快速发展，快递企业需要处理的快递

量逐渐增加，对智能快件箱的市场需求起到了长期的拉动作用。从行业整体上来

看，智能快件箱行业不存在明显的季节性特征，未发生较大变化。 

从公司层面来说，公司业务主要受大客户对智能快件箱的采购计划及布局时

点等因素的影响，公司营业收入存在分布不均衡的情形，季节收入存在一定的波

动性，具体如下： 

公司近三年各季度营业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季度 

2020 年度 2019年度 2018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第一季度 24,672.84 24.00% 30,415.86 29.09% 23,898.43 26.89% 

第二季度 23,041.66 22.41% 22,503.54 21.52% 20,409.67 22.97% 



第三季度 31,744.19 30.87% 27,275.49 26.08% 26,000.20 29.26% 

第四季度 23,359.70 22.72% 24,375.23 23.31% 18,555.06 20.88% 

合计 102,818.39 100.00% 104,570.11 100.00% 88,863.35 100.00% 

公司近三年各季度营业收入情况如下： 

 

综上所述，从行业整体上来看，公司所处智能快件箱行业不存在明显的季节

性特征，未发生较大变化。公司的营业收入受大客户对智能快件箱的采购计划及

布局时点等因素影响，季节收入存在一定的波动性。 

二、关于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中的“公司国内下游智能快件箱客户年度经

营策略的调整，临时性减缓智能快件箱的需求”以及智能快件箱行业发展、市

场供需、行业政策等情况的补充性说明 

1、关于“公司国内下游智能快件箱客户年度经营策略的调整，临时性减缓

智能快件箱的需求”的补充性说明 

2020 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公司以及国内智能快件箱客户的业务均受到影响。

2020 年第一季度，公司产品智能快件箱的生产、运输、安装、调试、验收陷入

停滞状态。虽然国内疫情在第二季度开始有所好转，但受到各地执行疫情管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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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影响，智能快件箱在进入社区、写字楼与等区域的安装进度缓慢，进而影响

了客户验收进度。此外，国内运营商之间的重组同样影响了当年的订单需求。因

此，2020 年公司国内客户临时性放缓了订单下单速度，但未出现持续性订单量

减少的情形。目前，公司与国内客户之间的订单已恢复正常。 

2、关于国内智能快件箱行业发展情况的补充性说明 

近年来，随着电商行业的快速发展，国内快递业保持高速发展势头，业务量

从 2006 年的 10 亿件增长到 2020 年的 833.6 亿件，增长近 83 倍。自 2014 年首

破一百亿大关并超越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开始，我国快递业每年以 100 亿件的速度

高速增长。 

单位：亿件 

 

数据来源：国家邮政局公布的历年邮政与运行情况 

随着国内电商业和快递业的高速发展，日处理包裹量快速增长。同时，随着

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企业用工成本逐年递增。基于派件成本和派件效率压力，快

递企业更偏向于采用智能快件箱这种高效、便捷的“无接触式”派件模式，市场

对智能快件箱的派件需求日益增加。 

3、关于市场供需情况的补充性说明 

2020 年，智能快件箱市场规模达 354亿，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40%，比快递件

量增速高出 10%，说明当前市场对于智能快件箱所承担的快件末端派送比例目前

仍处于较低水平。同时，国家邮政局在 2021 年第一季度新闻发布会上提出要进

一步提升末端投递服务水平，加快推进智能快件箱（信包箱）、快递公共服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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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末端设施建设，力争 2021年的箱递率达到 10%以上、服务站数量达到 11.5万

个。 

基于疫情全球蔓延，海外政企逐渐重视智能快件箱这种安全、便捷、效率的

派件方式，逐渐加大智能快件箱的投放和铺设力度。同时，为解决末端派送成本

和效率问题，快递企业也更乐意采用智能快件箱派件方式解决“最后一公里”难

题。 

综上所述，目前现存的智能快件箱还远远不能满足派件的需求。随着政企对

智能快件箱的重视程度逐渐的提高以及相关行业支持政策的发布，市场对智能快

件箱的需求持续增长。 

4、关于行业支持政策的补充性说明 

为支持城市末端配送点建设，政府部门近年来陆续出台了一系列行业政策支

持产业发展文件，部分政策内容如下： 

发布时间 发布机构 文件名 发布内容 

2018年 1月 
国务院办

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推进电子商务

与快递物流协同

发展的意见 

推广智能投递设施。鼓励将推广智能快件箱纳

入便民服务、民生工程等项目，加快社区、高

等院校、商务中心、地铁站周边等末端节点布

局。支持传统信报箱改造，推动邮政普遍服务

与快递服务一体化、智能化。 

2019年 6月 
交通运输

部 

智能快件箱寄递

服务管理办法 

支持将智能快件箱纳入公共服务设施相关规

划和便民服务、民生工程等项目，在住宅小区、

高等院校、商业中心、交通枢纽等区域布局智

能快件箱。 

2020年 2月 

交通运输

部、国家

邮政局等 

关于切实保障末

端投递的紧急通

知 

强调各地交通运输、邮政管理部门要切实保障

末端投递。在设立智能快件箱的管理区域，邮

递员、快递员做好进出登记备案、体温检测、

佩戴口罩等工作后，应允许其优先将邮件快件

通过指定路径直接投递到智能快件箱 

2020年 4月 
国家邮政

局 

推动智能快件箱

等纳入城乡公共

基础设施建设 

要指导省市两级邮政管理部门与地方相关部

门协同配合，推动将智能快件箱(信包箱)、公

共服务站等纳入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范畴，

加快规划建设。同时，要形成政企合力，明确

推进智能快件箱(信包箱)服务一体化方向；要

继续加快推进相关国家标准修订，扎实推进智

能快件箱(信包箱)业务经营许可工作。 

政府及相关主管部门鼓励智能快件箱发展，出台了一系列产业政策旨在引导

行业健康、有序、可持续的发展，营造了有利于公司发展的行业环境，对公司经

营起到促进与推动作用。 



国家邮政局在近日召开的 2021 年一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提出，进一步提

升末端投递服务水平，支持末端服务设施多元发展，以老旧小区改造为契机，加

快推进智能快件箱（信包箱）、快递公共服务站等末端设施建设，力争箱递率达

到 10%以上、服务站数量达到 11.5 万个。目前智能快件箱所承担的快件末端派

送比例（箱递率）仍处于较低水平。 

随着电商以及快递业的快速发展，快递企业对解决派送成本高企以及派送效

率低等问题有着迫切的需求，促使智能快件箱行业稳步、快速发展。同时快递企

业为提高客户服务质量以及提供多元化的派送方式，给予智能快件箱这种安全、

便捷、效率的“无接触式”交付模式的推行奠定了发展基础。 

综上所述，公司目前所处智能快件箱行业长期向好发展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未出现明显影响公司业务的不利变化。 

5、关于公司在手订单情况的补充性说明 

截至 2021年 4 月 16日，公司智能快件箱业务的在手订单合计约 91,919.58

万元(含税)，在手订单充足。 

三、关于公司 2020年度净利润较营业收入同比降幅较大以及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较营业收入波动不一致的补充性说明 

公司 2019年度和 2020年度毛利率、期间费用、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金额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06,830.63 94,556.59 12,274.04 

收到的税费返还 3,790.40 6,749.44 -2,959.04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764.20 3,178.70 -414.5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13,385.23 104,484.73 8,900.5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48,554.76 43,011.45 5,543.31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9,909.89 19,601.55 308.34 

支付的各项税费 7,243.55 9,269.34 -2,025.7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0,464.62 11,066.42 -601.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6,172.82 82,948.77 3,224.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212.42 21,535.96 5,676.45 

营业收入 102,818.39 104,570.11 -1,751.72 

营业成本 53,149.31 54,547.32 -1,398.01 

毛利率 48.31% 47.84% 0.47% 



期间费用 23,963.20 20,161.30 3,801.89 

净利润 23,941.38 28,582.27 -4,640.89 

2020 年度营业收入较 2019年年度减少 1,751.72万元，净利润较 2019年度

减少 4,640.89 万元，2020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 2019 年度增加

5,676.45万元，本期净利润减少的主要原因为期间费用较上期增加 3,801.89万

元，期间费用增加的主要原因为汇兑损失增加，汇兑损失不直接影响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销售商品、提供

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增加的原因系外销比例上升，且外销回款情况良好，因此

现金流量有所增长。公司在报告期内主要客户的信用政策未发生重大变动。 

四、关于公司 2020年度产品毛利率波动原因以及毛利率水平的补充性说明 

1、关于智能快件箱类设备毛利率波动原因的补充性说明 

项目 2020年度 2019 年度 

智能快件箱类设备 毛利率 47.89% 48.03% 

内销 
毛利率 31.35% 37.32% 

销售额比重 29.52% 46.60% 

外销 
毛利率 54.81% 57.37% 

销售额比重 70.48% 53.40% 

智能快件箱类设备整体毛利率比上年度下降 0.14%，毛利下降的主要原因为

国内业务新客户毛利较低，以及 2020 年度因疫情影响，公司产能利用不均衡导

致单位制造成本（主要为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上升等因素的影响，国内业务毛

利率下降 5.97%；外销产品主要因单位制造成本（主要为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

上升，外销毛利率下降 2.56%。由于内外销的结构比重变化，所以整体毛利率略

有下降。 

2、关于公司智能快件箱类设备毛利率水平的补充性说明 

公司名称 2020年度 2019 年度 

新北洋 36.42% 42.71% 

公司综合毛利率 47.89% 48.03% 

公司国内业务毛利率 31.35% 37.32% 

注：同行业上市公司数据来源于可比公司的新北洋定期报告主营业务分析“战略新兴行

业(金融、物流、零售)”数据。 



与同行公司新北洋相比，公司更专注于物品智能保管与交付领域，在主营业

务、业务结构、产品种类等方面与其存在差异。因此，公司产品毛利率水平与新

北洋存在一定差异。同时，公司具备规模化供应能力、完善的开发体系和精湛的

工艺水平，具有较强的产能优势。 

结合同行业上市公司同类产品毛利率趋势，随着国内市场竞争加剧，大客户

价格下降的影响，以及近期原材料价格不正常的波动，未来公司国内外业务的毛

利率存在一定的下滑压力，公司会通过优化供应链以及加强成本管控等方式积极

应对。 

五、关于公司前五大客户情况的补充性说明 

公司 2020年度前五名客户具体情况：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销售内容 获取方式 
产品最

终用途 

营业收入

总额 

应收账款余

额 

期后

款项

是否

收回 

是否

存在

关联

关系 

第一名 
智能快件

箱 

网上接触，

持续商务洽

谈 

应用智

能快件

箱进行

包裹的

投递和

取件 

52,366.22 202.88 是 否 

第二名 
智能快件

箱 

承接原有客

户业务 

应用智

能快件

箱进行

包裹的

投递和

取件 

11,404.78 1,702.41 是 否 

第三名 
智能快件

箱 
参加展会 

应用智

能快件

箱进行

包裹的

投递和

取件 

8,893.29 187.16 是 否 

第四名 
智能快件

箱 

客户融资租

赁合作方 

实际使

用客户

应用智

能快件

箱进行

7,876.07 890 是 否 



包裹的

投递和

取件 

第五名 
智能快件

箱 
参加展会 

应用智

能快件

箱进行

包裹的

投递和

取件 

5,040.95 695.95 是 否 

合计    85,581.31 3,678.40   

公司具备独立面向市场开拓业务的能力，但由于公司下游运营商行业集中度

较高，因此公司客户集中度较高。此外，公司受生产能力限制，优先选择需求量

大、产品附加值高的优质客户，实现公司产能的最优化配置，符合公司的长远利

益和行业的发展现状。并且，基于公司对产品丰富的定制化研发设计经验，稳定

和可靠的产品质量，快速响应覆盖全国的售后维护服务，主要大客户与公司一直

保持良好的、稳定的商业合作关系。 

六、关于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中“其他非流动资产”较上年同比大幅增长

的补充性说明 

公司 2020年度其他非流动资产的具体内容、发生背景及期后结转情况如下： 

供应商名称 
采购长期资

产内容 

期末余额(万

元） 
发生背景 

期后结转情

况 

深圳市土地房产

交易中心 
光明地价款 2,465.85 详见下述说明 

截止目前，

未办证，尚

未结转。 

设备供应商一 
FMS 钣金柔

性生产线 
1,136.58 

湖北智莱新建二期工

厂，向设备供应商采购

FMS钣金柔性生产线，由

于未安装完毕未转固定

资产 

未安装调试

完未结转 

武汉广江原建设

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1#车间、2#

宿舍楼、3#

宿舍楼、餐

300.00 

湖北智莱新建二期工

厂，为克服疫情影响、

锁定原材料价格、保障

未完工未结

转 



厅工程款 建设工程施工顺利进

行，湖北智莱预付合同

约定的钢结构工程进度

款 300万元。 

设备供应商二 电泳线 267.20 

湖北智莱新建二期工

厂，向设备供应商采购

电泳线，由于未安装完

毕未转固定资产 

未安装调试

完未结转 

设备供应商三 转塔冲床 243.12 

越南网盒向设备供应商

三购入的数控转塔冲床

用于生产，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设备在安装

调试中。 

2021年 3月

验收转固 

设备供应商一 
数控转塔冲

床 
237.50 

湖北智莱新建二期工

厂，向设备供应商采购

数控转塔冲床，由于未

安装完毕未转固定资产 

未安装调试

完未结转 

设备供应商四 电泳线 168.00 

湖北智莱向设备供应商

采购电泳线，由于未安

装完毕未转固定资产 

未安装调试

完未结转 

设备供应商一 数控折弯机 149.70 

湖北智莱向设备供应商

采购数控折弯机，根据

合同预付 30%定金，设备

未到。 

2021年 4月

验收转固 

设备供应商五          数控折弯机 69.59 

越南网盒向设备供应商

采购数控折弯机，由于

设备正在安装调试中未

转固 

2021年 3月

验收转固 

设备供应商六 激光切割机 56.52 湖北智莱向设备供应商 2021年 1月



采购激光切割机，由于

设备在安装调试中未转

固 

验收转固 

设备供应商七 普冲 55.80 

湖北智莱新建二期工

厂，湖北智莱向设备供

应商采购普冲设备，根

据合同预付 30%定金，设

备未到。 

货已到，但

是由于未安

装调试完未

结转 

单项金额小于 50

万元以下的供应

商 

设备款等 433.10 

湖北智莱、深圳智莱、

越南网盒向供应商购入

的设备等，设备未验收

或者未到货 

截至 4月 17

日已验收

245.36万

元，剩余未

安装调试完

未转固 

合计 - 5,582.96 - - 

说明：深圳市土地房产交易中心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以挂牌方式公开出让 A646-0080

宗地的土地使用权，深圳市智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集一实业集团(深圳)有限公司、深德彩

光电（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麦士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沃尔奔达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通过联合竞买方式取得此块土地使用权，深圳市智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根据 42.74%

出资比例支付了土地出让金 2,465.85 万元。合同各方及政府相关部门目前仍然在协商相关

补充协议的签署，暂未取得土地证，截至报告期末土地尚未达到正常使用状态，报告期末未

结转无形资产。 

七、关于公司存货的补充性说明 

1、截至 2021 年 4 月 16 日公司在手订单金额 91,919.58 万元(含税)，在手

订单能覆盖存货余额，公司存货不存在滞销风险，公司 2020 年年末各类存货库

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原值 1年以内 1-2年 2-3年 3年以上 合计 

原材料 7,404.55 706.89 330.22 596.99 9,038.65 



库存商品 741.30 279.15 145.28 70.77 1,236.51 

半成品 1,790.13 90.90 53.84 122.54 2,057.40 

周转材料 249.07 12.90 5.85 7.49 275.31 

在产品 3,885.53 - - - 3,885.53 

委托加工物资 324.19 - - - 324.19 

发出商品 15,291.24 569.65 59.94 6.23 15,927.06 

合计 29,686.01 1,659.49 595.13 804.02 32,744.65 

（续上表） 

项目-存货跌价

准备 
1年以内 1-2年 2-3年 3年以上 合计 

原材料 17.62 15.61 330.22 596.99 960.44 

库存商品 0.54 0.82 145.28 70.77 217.41 

半成品 16.59 14.87 53.84 122.54 207.83 

周转材料 0.04 1.07 5.85 7.49 14.45 

在产品 - - - - - 

委托加工物资 - - - - - 

发出商品 - - - 6.23 6.23 

合计 34.78 32.37 535.19 804.02 1,406.35 

2、公司存货跌价准备测试的具体过程 

公司对不良品、1年以上无法使用的粉末以及 2年以上的存货（原材料、产

成品、半成品、周转材料）全额计提跌价，1-2年的存货（原材料、产成品、半

成品、周转材料）通过工程部、销售部、开发部确定标准类存货是否能正常使用、

对定制类的存货是否有订单支撑，若不能正常使用或者定制类的存货客户取消订

单且无法给别的客户使用的部分全额计提存货跌价，发出商品根据未验收原因进

行清查，对存在跌价部分全额计提存货跌价。 

通过上述减值测试后再针对库存商品、发出商品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将存

货的可变现净值与存货账面成本进行对比，可变现净值＝产成品估计售价－销售

产成品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对于可变现净值低于存货账面成本的部分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充分的。 

 

特此公告。 

 



深圳市智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4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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