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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84                             证券简称：东山精密                             公告编号：2021-015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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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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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9,867,3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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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山精密 股票代码 002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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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冒小燕 

办公地址 苏州市吴中区东山工业园石鹤山路 8 号 

电话 0512-66306201 

电子信箱 maoxy@dsbj.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致力于发展成为智能互联、互通世界的核心器件提供商，业务涵盖电子电路、光电显示和精密制造等领域，产品广

泛应用于消费电子、通信、汽车、工业设备、AI、医疗器械等行业。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及产品未发生重大变化。 

在电子电路领域，公司在行业内综合优势突出，根据权威行业研究机构Prismark 2021年2月出具的研究报告，公司为全

球前三的FPC生产企业、全球前四的PCB生产企业。公司专注于为行业领先客户提供全方位电子电路(PCB)产品及服务，根据

下游不同终端产品的定制化需求，为全球领先客户提供涵盖电子电路（PCB）产品设计、研发、制造的一站式解决方案，产

品广泛应用于手机、电脑、可穿戴设备、服务器、通信、汽车电子等产品领域，主要客户均为国际一流客户。 

在光电显示领域，公司是行业知名的触控面板及液晶显示模组制造商和LED显示器件生产商。其中，触摸产品主要应用

于中大尺寸的显示领域，包括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产品；触控面板及液晶显示模组产品主要应用于中小尺寸的显示领域，

包括手机、平板电脑等产品；LED显示器件产品广泛应用于室内外小间距高清显示屏等领域，公司在部分细分领域市场份额

排名第一。 

在精密制造领域，公司主要为通信、消费电子和新能源汽车等客户提供金属结构件及组件业务，主要产品包括移动通信

基站天线、滤波器等结构件及组件，新能源汽车散热件及精密结构件，消费电子金属结构件和外观件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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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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93,409,430.26 23,552,825,103.23 19.28% 19,825,420,035.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30,132,196.09 702,656,380.67 117.76% 811,062,388.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01,219,335.83 418,778,063.97 210.72% 511,304,089.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32,168,894.65 2,651,461,601.10 10.59% 1,405,584,247.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3 0.44 111.36% 0.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3 0.44 111.36% 0.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41% 8.25% 6.16% 10.02%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37,503,068,713.54 31,670,271,635.86 18.42% 31,135,656,958.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068,916,872.79 8,646,124,544.20 51.15% 8,414,777,8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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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0,832,351.63 6,209,456,633.18 6,912,589,974.80 9,840,530,470.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7,779,720.06 303,562,635.24 444,412,961.31 574,376,87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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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5,882,534.90 299,219,435.37 349,776,032.97 516,341,332.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8,954,495.86 521,880,476.76 446,514,359.45 1,384,819,56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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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979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49,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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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状态 数量 

袁永峰 境内自然人 13.01% 222,388,153 183,602,175 质押 105,400,000 

袁永刚 境内自然人 11.83% 202,226,196 158,956,087 质押 89,150,000 

袁富根 境内自然人 3.44% 58,796,05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2.49% 42,637,253    

张家港产业资本投资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6% 30,07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夏中证 5G 通

信主题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5% 19,724,378    

兴业期货－兴业银行

－兴业期货－大朴兴

享 9 期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6% 18,129,18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睿远成长价值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4% 17,860,830 5,616,288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

任公司－传统－普通

保险产品

-019L-CT001 深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9% 15,183,448 8,892,85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易方达新兴

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0% 13,739,95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袁永刚、袁永峰系袁富根之子，袁永峰为袁永刚之兄长，上述父子三人是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余股东之间，公司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不适用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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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面对新冠疫情等纷繁复杂的外部环境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幅波动的双重挑战，公司管理层沉稳应对，努力

拼搏，实现了公司营收、净利润等业绩指标的新突破。公司始终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重心，重梳企业管理架构，通过两

化融合和精益管理等方式全面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坚守安全、环保、职业健康等生产底线，全面推动可持续发展各项工作。

年内公司顺利完成非公开发行股份工作，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和公司资本结构，将“降负债、调结构、稳经营”工作落到实处。

年内公司获得了多项殊荣：入围“2020年度电子信息竞争力百强企业”；公司股票入选沪深300指数样本股；子公司维信电

子荣获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等。 

2020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80.93亿元，同比增长19.2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30亿元，同比增长

117.7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3.01亿元，同比增长210.72%；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29.32亿，

同比增长10.59%。截至报告期末资产负债率64.87%，同比下降7.67%。2020年度主要工作如下: 

（一）深耕优势产业，确保经营增长高质量 

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公司迅速反应，积极配合政府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稳步推进苏州、盐城、珠海三大制

造基地复工复产，确保产品及时交付。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深耕电子电路板块，在保持原有优势的基础上，充分把握行业新

机会，全面释放新产能，积极开拓新产品、新技术，通过不断提高生产自动化水平和革新生产工艺，全面提升经营效率，不

断增强自身核心竞争力。此外，Multek公司产品和行业的聚焦及并购后的整合优势日益彰显，与国内外客户的合作进一步加

深，主要财务指标实现较大幅度增长。 

（二）着力双循环，深度挖掘产业潜力 

新冠疫情给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经济动能切换为内外双循环共进的新格局，为众多行业注入新动能。

远程教育、居家办公成为新趋势的同时，带动了笔记本电脑销量的提升，加上新技术对触控性能的良好支持，使中大尺寸触

摸屏在笔记本电脑上的渗透率持续稳定增长。公司紧紧抓住行业变化给光电显示业务带来的新机遇，2020年度公司触摸屏业

务实现较好增长，并在行业内形成竞争优势。此外，公司还充分挖掘LED封装、触控面板及液晶显示模组、新能源汽车结构

件等产品潜力，对标行业优秀企业找差距，正视自身短板，通过加强内部管控、优化产品结构、提升自动化、信息化水平等

举措降低运营成本，提高资产周转效率，提升经营绩效。 

（三）坚持创新驱动，推动前瞻性布局 

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拥有电子电路、光电显示等多产业链的企业，公司从战略高度积极布局，借助产业链优势，积极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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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Mini LED等新一代显示技术的发展，不断提升技术方案和制造工艺，努力实现高清显示技术又一个新的突破。截止目前，

公司已根据终端客户不同类型产品的需求，从Mini LED的封装到背光，设计研发并推出多款产品，进一步推动了Mini LED

显示技术的商业化进程。  

此外，随着环保意识的持续提升，新能源汽车已成为未来汽车产业发展的导向与目标，给公司精密制造板块的发展带来

了新的机遇。2020年度，公司精密制造业务中来自新能源汽车业务的销售实现较大幅度的增长，主要合作客户包括北美新能

源汽车领先企业等。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革新及行业规模的不断提升，公司的多产业链优势将会进一步加深与新能源汽车客

户合作的黏性。 

（四）继续推进智慧工厂的建设，提升管理效率  

公司积极贯彻国家智能制造产业升级发展战略，以市场导向为原则，集中内外部资源，发挥行业优势，以工业物联网为

基础，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的高度融合，利用现代化信息手段将传统、低效、重污染的生产模式转化成科技含量高、经济效

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充分发挥的先进生产制造模式，全力发展智能制造，打造智慧工厂。年内，子公

司维信电子和盐城东山分别荣获“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江苏省示范智能工厂”称号。 

（五）坚持稳健的经营策略，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进“降负债、调结构、稳经营”的发展策略。通过实施全面预算管理、强化“现金为王”、严控

资本性支出，不断调整和优化资本结构、债务结构和融资渠道，提升风险控制水平。努力克服外部市场环境波动对汇率的影

响，灵活运用套期保值工具加以对冲。此外，公司将采取更加稳健、审慎的经营和财务策略，重点发展优势产业，提升资产

周转效率，确保企业发展高质量，确保在未来更高水平的市场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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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电子电路产品 18,771,308,897.12 15,584,764,608.65 16.98% 28.07% 28.70% -0.40% 

触控面板及液晶显示模组 4,090,095,126.44 3,582,896,881.11 12.40% 7.04% 5.71% 1.10% 

LED 显示器件 2,162,663,506.28 1,852,634,669.29 14.34% -11.05% -10.98% -0.06% 

精密组件产品 2,993,828,210.27 2,472,913,206.71 17.40% 16.18% 17.40%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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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关于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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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简称“新收入准则”）。根据财政部要求，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并对会计政策予以相应变更。根据新

旧准则衔接规定，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前述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第四届

监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错误!超链接引用无效。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2）关于全资子公司记账本位币变更的事项 

考虑到公司海外业务的发展情况，为更加客观的反映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东山的财务状况，公司决定香港东山以美元为

记账本位币。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因此次变更记账本位币对于以前年度列报净利润的累积影响的追溯不切实可行，

故本次记账本位币的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前述记账本位币变更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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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苏州东博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出资设立 2020年1月3日 

上海维信东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出资设立 2020年6月22日 

深圳市勤道东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出资设立 2020年6月30日 

苏州东科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出资设立 2020年7月31日 

盐城东创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出资设立 2020年11月2日 

DSBJ NORWAY AS 出资设立 2020年11月2日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袁永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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