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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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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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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

用账户的股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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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照明/粤照明 B 股票代码 000541/200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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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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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吴圣辉 黄玉芬 

办公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汾江北路 64 号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汾江北路 64 号 

传真 （0757）82816276 （0757）82816276 

电话 （0757）82810239 （0757）82966028 

电子信箱 fsldsh@chinafsl.com fslhyf@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要业务及产品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研发、生产、销售高品质的绿色节能照明产品和电工产品，并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

照明、电工解决方案。公司主要产品包括LED光源、LED灯具、LED汽车照明、传统照明、开关、插座等

产品。目前，公司主要形成了照明、电工、汽车照明三大板块业务。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获得了较多的

荣誉，公司 “FSL”和“汾江”品牌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2、行业发展阶段以及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当前，照明行业已从前几年的高速发展期步入平稳发展期，行业存在着较明显的结构性产能过剩问题，

在运营成本刚性上涨影响下，企业利润空间受到一定挤压。从全球市场看，“逆全球化”思潮兴起，人民币

对美元汇率持续波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未得到有效控制，照明行业出口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出

口企业纷纷回流，进一步加剧了国内市场的竞争。在市场需求及激烈竞争的双重压力下，大企业一方面通

过并购重组进行扩张，另一方面通过转型升级增强市场竞争力，不断提高市场地位。 

总体来讲，目前我国照明市场仍比较分散，行业集中度不高，市场份额虽有向优势品牌集中的趋势，

但至今没有形成具有绝对优势的领导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在品牌、生产规模、渠道建设、产品研

发等方面积累了行业优势，是国内照明行业的龙头企业之一，具备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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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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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8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3,744,914,452.

72 

3,337,576,747.

66 

3,337,576,747.

66 
12.20% 

3,801,955,946.

76 

3,801,955,946.

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16,914,185.34 301,182,906.24 296,077,926.11 7.04% 377,615,133.62 374,497,830.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6,795,046.07 283,753,154.31 283,753,154.31 -2.45% 354,513,585.67 354,513,585.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94,828,331.90 508,084,757.46 509,889,792.05 -22.57% 617,987,487.05 629,289,534.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65 0.2152 0.2116 7.04% 0.2699 0.26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65 0.2152 0.2116 7.04% 0.2699 0.26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82% 6.37% 6.18% -0.36% 8.36% 8.30%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8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8,519,336,914.

11 

6,175,200,008.

24 

6,477,955,373.

32 
31.51% 

5,588,166,699.

30 

5,796,822,947.

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6,263,921,304.

54 

4,880,736,800.

07 

4,944,201,236.

25 
26.69% 

4,319,259,418.

46 

4,387,828,834.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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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357,960.57 962,526,166.47 1,036,642,740.19 1,185,387,585.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282,776.35 118,778,671.48 81,713,561.32 84,139,176.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4,187,987.98 116,246,848.02 71,099,990.80 55,260,219.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040,955.33 225,118,658.78 151,006,248.62 42,744,37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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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50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73,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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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华晟控股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3.47% 188,496,430 0 质押 92,363,251 

佑昌灯光器材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0.50% 146,934,857 0   

广东省电子信

息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8.77% 122,694,246 0 质押 32,532,815 

深圳市广晟投

资发展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5.12% 71,696,136 0 质押 35,800,0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2.42% 33,878,900 0   

安信国际证券

（香港）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2.36% 33,050,128 0   

广晟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82% 25,482,252 0   

DBS VICKERS 

(HONG 

KONG) LTD 

A/C CLIENTS 

境外法人 1.33% 18,637,655 0   

招商证券香港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00% 13,963,394 0   

庄坚毅 境外自然人 0.85% 11,903,509 8,927,63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香港华晟控股有限公司、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广

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及广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均为一致行动人；佑昌灯光器材有限公司与庄

坚毅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

否构成《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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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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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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发展和消费市场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和影响，叠加照明行业激烈的市

场竞争态势，企业面临着巨大的经营压力。面对压力与挑战，公司上下团结一心，迎难而上，在抓好疫情

防控的基础上，有序推动复工复产，向内深入推动精细化管理和内部改革，向外积极开拓市场和布局细分

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00% 

广东省广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 100% 100% 

广东省广晟金融控股有限

公司 

广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 

深圳市广晟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89.71% 

5.124% 

1.821% 

香港华晟控股有限公司 

8.768% 
100% 

13.470% 

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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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全面贯彻“抓关键、补短板、找突破、提效益”的工作思路，全力以赴抓好各项生产经营工作，确保

公司生产经营质量的提升。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4,491.45万元，同比增长12.20%；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691.42  万元，同比增长7.04%。 

2020年，公司主要围绕以下方面开展工作： 

1、抓科技创新，增强企业发展后劲 

今年以来公司不断加大研发投入，抓好新产品开发，完善研发体系和制度，引进高端研发人才，切实

推动技术进步和创新。全年累计完成12个高新技术项目，747项新产品开发，在调色驱动技术、DOB技术、

数据处理技术、智能同步控制技术、光机电系统整合技术、新型光学系统设计等方面实现了技术突破和创

新。公司高度重视自主知识产权，全年累计申请专利232项，获得专利授权186项，参与了1份国际标准的

起草、9份国际标准项目的提议、16份国家标准的起草制定和10份国家标准的修订工作。公司研发的视力

防护和消毒杀菌的系列健康照明产品陆续推向市场；系列智能产品与阿里等主流平台生态圈建立深度合

作，推出了智能家居产品和解决方案；持续推进与全国重点高等院校、专业科研机构的产学研合作，布局

新的细分领域，增强企业发展后劲。 

2、抓营销模式创新和市场开拓，提高企业销售业绩 

一是通过“直播、众筹”等新营销模式有效拉动市场活跃度，通过举办多场全国规模性的直播，提高流

量运营效率，助力提升公司销售收入；二是利用现有优势产品结合“达量”、“一省一策”等促销策略，有效

阻击竞品，增强了客户信心；三是重点拓展大客户、大项目及对现有大客户深入挖潜。在积极进入地产公

司集采库的基础上，不断拓展与家装公司、物业公司、大型连锁集团公司、海外连锁超市等渠道客户的合

作；积极开发新网点和新客户，同时，做好现有大客户的挖潜与服务工作，通过专班项目管理模式，部分

大客户订单同比出现了较大增长，拓展了更多的智能产品和灯具新品项目。 

3、抓运营改善，夯实发展基础 

一是重点做好预算执行情况分析与监控，制定并认真实施“过紧日子”方案，严格控制各项费用支出；

二是从产品设计、工艺改进、生产精准调度、推进生产自动化等提效项目，降低生产成本；通过提前锁定

材料价格、实施新材料替代，严格落实招标竞价等方式降低采购成本；三是抓好应收账款的清收工作，建

立应收账款预警机制，加大应收账款的催收力度，防范经营资金风险。 

4、抓企业文化和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公司凝聚力 

一是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营造“比学赶帮超”的浓厚工作氛围，激励全体干部员工奋力拼搏、真抓实

干，把全体员工的精力凝聚到企业生产经营上来。二是不断引进和内部培养选拔包括研发、销售、管理等

各方面的专业人才，充实公司的人才队伍，为公司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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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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D 产品 2,904,440,872.64 523,866,129.95 18.04% 14.76% -5.59% -3.89% 

传统照明产品 689,743,873.34 181,477,554.51 26.31% 0.59% -3.62% -1.15% 

电工产品 105,652,219.59 36,835,034.07 34.86% 31.25% 30.32% -0.25% 

其他业务 45,077,487.15 6,461,823.39 14.33% 11.23% 15.19%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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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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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合并范围内新增佛山皓徕特光电有限公司、湖南科达新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佛山科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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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产业科技有限公司；减少佛山市禅盛电子镇流器有限公司。 

佛山皓徕特光电有限公司是本公司与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共同出资设立，注册资本

为人民币1,715.80万元，于2020年7月30日取得法人营业执照。本公司持有其51%股权，该公司自成立之日

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湖南科达新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是本公司于2020年12月21日与广东华建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股

权协议，广东华建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湖南科达新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全部转让予本公

司，湖南科达新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自取得其实际控制权之日将其纳入合

并财务报表范围。佛山科联新能源产业科技有限公司为湖南科达新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佛山市禅盛电子镇流器有限公司已于2020年12月收到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核准注销登记通

知书》，公司的注销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自注销完成之日起不再纳入合并范围内。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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