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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霸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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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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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变更为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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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1800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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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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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霸传感 股票代码 30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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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洋 文俊位 

办公地址 河南省南阳市社旗县城关镇 河南省南阳市社旗县城关镇 

传真 0377-67987868 0377-67987868 

电话 0377-67986996 0377-67986996 

电子信箱 stock@nysenba.com stock@nysenb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营业务及产品概览 

    公司是一家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及服务于一体的专业传感器供应商，主要产品包括热释电红外传感器系列和可见

光传感器系列两大类，主要应用于LED照明、安防、数码电子产品、智能交通、智能家居、可穿戴设备等领域。公司拥有多

项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掌握核心材料的生产配方与工艺，是本行业内少有的具有自主研发能力、规模生产能力、完备销

售网络的国内企业之一。 

   （2）行业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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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电传感器以光电效应为基础，把被测量的光信号的变化，转换成电信号或其他所需形式的信息输出。光电传感器具有

精度高、反应快、非接触等优点，而且可测参数多、结构简单，因此光电传感器的应用领域非常广泛，未来随着物联网技术

的发展和普及，光电传感器应用将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公司产品热释电红外传感器和可见光传感器同属于光电传感器，与其他物理传感器，例如温度、湿度、振动、压力等传

感器一样，是物联网、智能控制系统的基础器件，是物联网获取信息和实现物体控制的首要环节，其性能和功能几乎可以决

定物联网发展和普及程度。 

从光电传感器领域的科学进展来看，行业面临着绝佳的发展机遇，但同时面临着在功能、体积等方面更高要求的挑战，

未来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智能化、微型化、多功能化、低成本化等多个方面。我国光电传感器行业由于起步比较晚，整体水

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但部分技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5G网络设施的演进推动信息产业的发展进入新

阶段。智能化成为技术和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通过在传感器中内置微处理器，使其具有自动检测、自动补偿等数据处理能

力，从而提高检测距离、加强抗干扰性、改进自适应性。公司将智能传感器的研发作为重点的发展方向，集中精兵强将研发

智能传感器，开发智能化软件，着力突破智能制造、集成开发工具、嵌入式算法等关键技术，研发基于新材料、新工艺、新

原理设计的智能传感器。 

   （3）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随着热释电传感器行业技术的日益成熟，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加上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中国逐步成为全球热释电红

外传感器制造中心。公司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以技术创新驱动企业发展，持续推进研发工作取得较好成果。公司

购置先进的研发设备和检测分析仪器，引进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才，建设具有国内先进水平以及自主知识产权的传感器新材

料、新工艺和新产品研发平台，提升研发效率。公司同时拥有两种热释电红外传感器核心组件（红外滤光片及红外敏感陶瓷）

配方及生产制备能力，凭借较强的上游资源整合能力、先进的微电子封装测试能力、严格的成本把控能力及敏锐的市场洞察

力等优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并充分受益于行业的高速发展带来的市场占有率的进一步提升。 

    公司可见光传感器产品系列中的中低端可见光传感器领域属于完全自由竞争的领域，其特征是行业集中度相对较低、竞

争较为激烈。此领域的龙头企业均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规模化生产能力、严格的成本把控能力以及稳定的供应商及客户资

源等特征。公司是国内较早从事中低端可见光传感器生产的企业之一，通过多年的资本投入、生产工艺的持续优化、自动化

水平的不断提升以及与合作伙伴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公司的此类可见光传感器产品持续得到客户的广泛认可。 

    高端可见光传感器领域由于具有较高的技术壁垒，公司经过多年在可见光传感器领域的技术积累和对市场的洞察，积极

研发符合客户需求的高端可见光传感器，以精准的定位赢得了客户的青睐。未来公司将凭借着对行业发展方向和客户需求的

深度了解，通过持续研发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进而形成更为有利的竞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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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826,571,474.28 738,240,754.90 11.97% 582,451,055.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43,562,202.71 678,009,953.62 9.67% 541,707,111.73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311,349,143.44 344,496,984.10 -9.62% 204,501,238.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5,575,890.90 161,258,279.45 -22.13% 82,150,018.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0,018,823.53 140,583,245.46 -35.97% 69,418,223.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109,802.66 163,498,457.95 -63.24% 85,061,602.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0 0.90 -22.22% 0.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0 0.90 -22.22% 0.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79% 26.62% -8.83% 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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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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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954,174.92 93,883,087.16 64,507,795.65 77,004,085.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270,690.36 38,649,874.29 23,828,121.47 34,827,204.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742,494.46 32,073,998.47 19,083,847.00 13,118,483.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227,454.98 15,375,145.74 4,984,137.15 30,523,06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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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1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5,565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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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赣州盈贝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21% 41,780,648 0   

鹏威国际集团

（香港）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21.91% 39,442,100 0   

单森林 境内自然人 10.98% 19,766,082 17,524,561   

单颖 境内自然人 3.42% 6,148,968 4,611,726 质押 2,200,000 

上海通怡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通怡康腾 8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2.00% 3,600,000 0   

叶小英 境内自然人 0.88% 1,587,500 0   

赣州群拓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6% 1,188,598 0   

林纳新 境内自然人 0.66% 1,183,500 0   

曾福生 境内自然人 0.29% 528,850 0   

上海嘉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兴丰 6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28% 5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鹏威国际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单森林先生控制的企业，单森林先生与单

颖女士系父女关系，两人共同持有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怡康腾 8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100%的份额。鹏威国际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单森林先生、单颖女士与上海通怡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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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有限公司－通怡康腾 8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为一致行动人。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上

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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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董事会和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并聘任了高级管理人员，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4月12日刊于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森霸传感：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5）、《森霸

传感：关于完成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6）和《森霸传感：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

内审部门负责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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