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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55                             证券简称：共达电声                             公告编号：005 

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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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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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达电声 股票代码 002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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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光强  

办公地址 山东省潍坊市坊子区凤山路 68 号  

电话 +86-536-2283009  

电子信箱 gettop@gettopacoustic.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专业的电声元器件及电声组件制造商和服务商、电声技术解决方案提供商，主营业务为微型电声元器件及电声

组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微型麦克风、车载麦克风、微型扬声器/受话器及其阵列模组，广泛应用于智能穿

戴、智能车载、智能手机、智能家居等消费类电子产品领域。 

公司始终秉承“和谐、超越、高效、求是”的企业精神，专注于先进传感器、换能器、微机电等半导体设计、封测，

零件及模组的制造，致力于成为世界一流的电声技术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 

公司始终坚持自主研发、自主创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通过ODM、 OEM等方式，加强同客户进行产品开发合作，并建

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近年来，公司不断加大自主研发投入，专利申请数量不断提升，产品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相关解决方案得到更多客户

的高度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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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80,095,857.95元，同比增长19.8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5,935,814.22

元，同比增长49.05%；基本每股收益0.1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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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0,095,857.95 984,325,864.30 19.89% 804,765,586.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935,814.22 30,818,475.17 49.05% 21,350,498.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5,868,018.09 31,729,822.63 44.56% -20,252,240.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4,936,880.67 80,759,594.99 129.00% 60,057,255.9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9 44.44% 0.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9 44.44% 0.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45% 6.11% 2.34% 4.47%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077,122,987.14 1,187,322,843.62 -9.28% 1,101,079,996.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21,355,591.60 520,333,739.75 0.20% 488,589,5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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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104,068.00 265,705,236.15 339,458,216.68 349,828,337.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30,331.40 8,616,768.22 20,025,753.58 22,123,623.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479,089.15 10,019,415.29 17,928,221.31 22,399,470.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406,748.26 -8,324,822.66 20,968,997.31 145,885,95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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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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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717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58,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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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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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状态 数量 

潍坊爱声声学

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27% 54,980,000  质押 18,360,000 

共达电声股份

有限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5% 5,955,600    

UBS AG 境外法人 0.62% 2,227,078    

#柳忠平 境内自然人 0.37% 1,314,300    

#温连莉 境内自然人 0.36% 1,308,700    

#关鹏 境内自然人 0.28% 1,010,200    

潘明彪 境内自然人 0.28% 1,000,000    

#黄乔蓉 境内自然人 0.26% 918,800    

刘朝允 境内自然人 0.25% 903,000    

施成安 境内自然人 0.21% 74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无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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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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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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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参见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中的”一、概述“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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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元器件及电

声组件 
1,180,095,857.95 46,359,737.20 21.57% 19.89% 39.32%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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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了【2017】22号文，公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新《企业会

计准则第14号—收入》自2018年1月1日起分阶段实施。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 

公司于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的收入准则，根据相关规定，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

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月1日 调整数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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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收款项 316,793.05  -316,793.05 预收账款重分类 

合同负债  284,424.90 284,424.90 预收账款重分类 

其他流动负债  32,368.15 32,368.15 预收账款重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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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