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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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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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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益智造 股票代码 00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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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曼君 黄敏龄 

办公地址 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龙湾路 8 号 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龙湾路 8 号 

电话 0750-3506078 0750-3506078 

电子信箱 Mia.Lei@lingyiitech.com IR@lingyiitech.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领益智造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的精密制造企业，努力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精密智造解决方案。公司

产品解决方案跨度大、门类全、品类多，从基础材料到精密零组件，再到核心器件及模组，均可持续满足

客户多元化、多样性和即时性的需求。其中，基础材料包括磁材、模切材料及陶瓷应用等；精密零组件包

括模切、冲压、CNC、注塑、印刷、组装等；核心器件与模组则包括线性马达、无线充电、充电器、软包

配件、键盘、散热模组、5G射频器件、结构件等。相关产品广泛应用于消费电子、车载工控、智能安防、

智能穿戴、智能家居、新能源汽车、医疗等领域。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消费电子、智能穿戴、新能源汽

车等领域的创新升级不断，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公司在继续采用大客户为中心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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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积极开拓客户、拓展产品线、垂直整合发挥集团优势提高综合竞争力以取得长足发展。公司以“智造引

领世界、努力成就梦想”为使命，树立“以现代管理理念、持续追求卓越、成为全球领先的精密智造企业”的

愿景，力争将公司产品打造成为相应行业细分领域的领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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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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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42,547,99

0.05 
23,915,823,1

47.04 
23,915,823,14

7.04 
17.67% 

22,499,664,4
52.56 

22,499,664,4
52.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66,162,950.

77 
1,894,179,51

0.15 
1,894,898,038.

16 
19.59% 

-679,896,383.
51 

-678,370,412.
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12,419,075.
72 

906,772,872.
82 

906,772,872.8
2 

132.96% -3,850,682.35 -3,850,682.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69,829,699.

50 
2,997,104,50

2.13 
2,995,881,380.

58 
-17.56% 

1,532,292,45
7.49 

1,533,290,47
8.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 0.28 0.28 17.86% -0.10 -0.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 0.27 0.27 18.52% -0.10 -0.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09% 17.49% 17.49% -0.40% -6.90% -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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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总额 
29,387,252,88

0.86 
27,317,778,0

01.39 
27,323,586,39

2.75 
7.55% 

22,122,169,1
81.25 

22,130,390,4
45.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457,125,13

6.25 
11,619,265,2

99.73 
11,621,093,91

0.85 
24.40% 

9,848,983,37
4.45 

9,850,093,45
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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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79,395,655.70 6,564,820,257.72 7,557,792,326.30 8,640,539,750.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4,876,078.75 566,441,681.24 810,529,509.63 824,315,681.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7,289,351.77 299,978,786.68 778,225,240.18 726,925,697.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12,267,310.07 -194,608,082.78 280,627,655.17 1,271,542,8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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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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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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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764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95,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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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胜投资（深圳）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8.77% 4,139,524,021 4,139,524,021 质押 398,490,000 

汪南东 境内自然人 3.70% 260,443,413 253,165,237 冻结 260,443,413 

深圳市领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8% 196,103,812 196,103,81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21% 155,548,852    

深圳市领杰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3% 93,859,344 93,859,344   

新加坡政府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90% 63,666,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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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89% 62,467,309 17,185,821   

陈国狮 境内自然人 0.79% 55,461,576 55,461,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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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63% 44,598,435    

曹云 境内自然人 0.54% 37,871,329 18,697,258 质押 5,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曾芳勤为领胜投资（深圳）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并对深圳市领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和深圳市领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重大影响，领胜投资、领尚投资及领杰投资

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汪南东、曹云、陈国狮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前

10 名普通股的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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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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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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在全球大范围的爆发对世界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对全球化下的中国制造企业带

来了很大的挑战。面临疫情的突然冲击，全体领益人充分发挥了“自强不息、使命必达”的企业精神，迅速

组织复工复产，抢占市场先机，配合客户新品NPI（NPI：New Product Introduction，新产品导入），全

力支持客户生产计划并以优异成绩完成年度经营目标。 

2020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14,254.8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7.67%。剔除在本年内处置的帝晶

光电及江粉高科影响后，本期较上期增长38.14%。2020年公司实现主业制造业经营净利润232,421.60万

元，上年同期金额为199,914.80万元，本期较上期增长16.26%。剔除已处置的帝晶光电和江粉高科的利

润影响后，本期较上期增长18.79%。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26,616.30万元，上年同期金

额为189,489.80万元，本期较上期增长19.59%。2020年研发投入181,990.64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比例

为6.47%。 

其中，领益科技板块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54,532.7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32%；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41,384.38万元，较原承诺业绩的224,342.65万元多

17,041.73万元，业绩承诺完成率为107.60%。2017-2020期间，领益科技最终业绩承诺完成率为124.22%，

圆满完成重组并购对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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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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密功能及结构件 21,695,363,219.12 5,528,634,499.51 25.48% 28.13% 24.51% -0.75% 

充电器 3,896,785,185.06 222,854,247.96 5.72% 150.28% 29.37%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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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2017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 董事会审批 ① 

①执行新收入工具准则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2017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变更后的会计政

策详见十二节五（39）收入。 

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衔接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计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初（2020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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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执行新收入准则时，本公司仅对首次执行日尚未执行完成的累计影响数进行调整；对于最早可比期

间期初之前或者2020年年初之前发生的合同变更未进行追索调整，而是根据合同变更的最终安排，识别已

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确定交易价格以及在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之间分摊交易价格。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相关的影响列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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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重分类 2020年1月1日 

预收账款 2,645.62 -2,645.62  

合同负债  2,465.99 2,465.99 

其他流动负债  179.63 179.63 

2020年1月1日起，根据新收入准则的相关规定，运输费、仓储费、报关费为公司履行合同发生的必要

活动，将其作为合同履约成本计入营业成本，本报告期重分类的金额为16,531.28万元。 

2）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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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新设子公司为：深圳市领滔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领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Triumph Lead 

(Singapore) Pte. Ltd.、SALCOMP TURKEY TEKNOLOJI SANAYI VE TICARET ANONIM SIRKETI、

Salcomp Holdings PTE.LTD； 

本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苏州益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本期处置以下所持有的子公司全部股权：东莞市金日模具有限公司、广东江粉高科技产业园有限公司、

深圳市帝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赣州帝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帝晶光电（深圳）有限公司、帝晶半导体（深

圳）有限公司、香港帝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本期注销子公司为：重庆市帝晶光电技术有限公司、重庆市东方亮彩精密技术有限公司、领镒（江苏）

精密电子制造有限公司、江门京江钢球有限公司、广东江粉金服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市龙元汇信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成都伟联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曾芳勤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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