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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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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 2019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经审计，公司 2019 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7,644,101.22 元，截止本

报告期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389,698,564.18 元。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董事会建议 2019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此预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精伦电子 600355  

 

联系人和联系方

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万宏 赵竫 

办公地址 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光谷大道70号精

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光谷大道70号精伦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电话 （027）87921111-3221 （027）87921111-3221 

电子信箱 IR@routon.com IR@routon.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019年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智能控制产品、商用终端产品和智能互联产品的开发、销售和运

营。 

智能控制产品是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鲍麦克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主营产品，鲍麦克斯是以

研发、销售工业用缝纫机数控交流伺服系统为主营业务，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缝纫机等缝制设备，

是缝制设备的核心控制部件。 



公司产品符合相关国家、行业标准，通过了 CE、ROHS等国外标准认证，已与国内多家缝制机

械行业龙头企业形成战略合作。产品还远销德国、俄罗斯、土耳其、东南亚等全球 20多个国家和

地区，深受国内外用户信赖。 

2019年在缝制机械行业发展整体增速放缓、市场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鲍麦克斯以强大的研

发实力和过硬的品质稳固了自身行业地位。 

商用终端产品由母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武汉普利商用机器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和生产。2019年普

利商用继续坚持“智能识别+AIoT 生态蓝图”发展战略，聚焦用户核心需求，推出重点行业“人

工智能+智能识别”全场景的解决方案，以“智能终端+数据服务”方式实现商业价值闭环。除了

持续保持身份核验行业前列地位，深耕产业厚度与规模外，人证核验及智能识别相关业务已覆盖

公安、酒店、办公、校园、工地等场景，进入快速推广复制阶段，具有较强的落地能力，在酒店

等部分垂直场景市占率具备一定优势。 

智能互联产品是母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武汉别致科技有限公司的主营产品，别致科技着力于智

慧物联、智慧教育相关产品及平台的开发和服务，通过几年的投入和积累，已经在缝制、教育等

行业形成成熟解决方案，并且已经开始在小规模试用和推广。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482,541,554.10 544,506,667.29 -11.38 521,303,110.83 

营业收入 302,553,923.70 397,762,506.41 -23.94 341,860,367.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67,644,101.22 11,011,621.73 -714.30 -59,447,198.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72,183,692.01 3,321,450.27 -2,273.26 -65,339,391.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95,049,910.34 361,566,157.25 -18.40 350,554,535.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210,615.57 30,066,009.39 -89.32 -43,866,852.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02 -800 -0.1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02 -800 -0.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0.57 3.09 

减少23.66个

百分点 
-15.63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96,037,960.56 60,638,065.57 73,145,214.42 72,732,683.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226,764.92 -13,104,994.17 -4,947,349.25 -47,364,992.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2,222,211.21 -13,617,124.56 -5,854,115.87 -50,490,240.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371,856.43 -13,144,768.72 1,143,414.68 5,840,113.18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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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5,45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0,314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张学阳 0 60,000,000 12.19   无  境内自然人 

北京中健祥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0 21,101,267 4.29   未知  

境内非国有

法人 

罗剑峰 -250,000 19,150,000 3.89   无  境内自然人 

李剑东 10,414,500 10,414,500 2.12   未知  未知 

夏重阳 6,820,000 6,820,000 1.39   未知  未知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 

0 6,300,000 1.28   无  其他 

蔡远宏 0 6,003,874 1.22   无  境内自然人 

张素芬 5,970,000 5,970,000 1.21   未知  未知 

李挺华 -3,797,600 5,807,692 1.18   未知  未知 

林静娟 -352,100 2,812,400 0.57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前十名股东中，除股东张学阳与罗剑峰属姻亲关系外，未

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属于《上市公司持股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02,553,923.70 元，较上一报告期下降 23.94%。主要原因是

受行业内经济下行因素影响，智能控制类产品销售收入下降。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67,644,101.22 元，亏损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主要因素： 

1、受行业经济下行影响，公司销售收入较上一报告期减少 9400万元左右，同比下降接近 25%； 

2、公司本期新产品科研费投入较上期增加 2800 万元； 



3、由于产品更新换代、技术升级所导致的存货跌价准备新增计提 1100万元左右。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详见公司于 2020年 5月 20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精

伦电子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本集团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9户，详见本附注八“在其他主体

中的权益”。本集团本年合并范围比上年增加 1户，详见本附注七“合并范围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