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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976                         证券简称：达瑞电子                             公告编号：2021-006      

东莞市达瑞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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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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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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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52,214,667.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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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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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瑞电子 股票代码 30097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付华荣 贺绘蓉 

办公地址 
东莞市东城区同沙科技园广汇工业园 5

号楼 B 区三楼 

东莞市东城区同沙科技园广汇工业园 5

号楼 B 区三楼 

传真 0769-81833821 0769-81833821 

电话 0769-27284805 0769-27284805 

电子信箱 ir@dgtarry.com ir@dgtarry.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 



东莞市达瑞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第 2 页 

公司专注于消费电子领域，主要从事消费电子功能性和结构性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及相关 3C 智能装配自动化

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和租赁业务。公司致力于成为功能性器件、结构性器件和智能装配、电子材料的解决方案供应商。 

（二）主要产品 

消费电子功能性和结构性器件业务方面，公司主要有消费电子功能性器件和可穿戴电子产品结构性器件两大类产品，产

品广泛应用于手机组装、数码产品组装、FPC、OLED 屏幕组件、塑胶外壳、头戴耳机、VR/AR、太阳能光伏、动力电池等

领域，是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可穿戴电子产品、智能音箱等消费电子产品及其组件实现特定功能所需的元器

件，在传统机构零件无法应对的狭小空间内实现粘接、固定、密封、防尘、防震、绝缘、导电、降低电磁干扰、联线外接、

防护等功能，或实现对消费电子产品各种功能性器件提供固定、支撑、保护、遮光、防水、透气、凉感、隔声、吸声、亲肤

和装饰等作用。 

3C 智能装配自动化设备方面，公司产品主要有高速贴合机和 AOI 检测设备等，主要应用于 3C 电子产品与其他电子产

品零组件的装配、贴合等自动化操作，并可对功能性器件等物料的尺寸、外观、功能等进行高精度快速检测，同时还可以配

合其他工序设备和物料输送带共同组成柔性自动化生产线系统，可以有效取代手工劳动，提高客户的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

提高公司产品的附加价值。 

（三）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采购实行“以产定购”模式，根据客户的订单与客户提供的产品预测需求量，结合原材料的库存情况制定采购需求

计划，采购的方式有直接向生产商采购，也有向代理商、经销商采购。 

2、生产模式 

公司的生产模式采用“以销定产”为主，即以客户订单为基础，结合客户提供的产品预测需求量以及自身的产能等情况

安排生产。当客户出现新的产品型号和规格的需求时，公司会根据客户的需求设计具体方案，试制出样品，样品经客户验收

合格后公司再进行批量生产。由于消费电子功能性和结构性器件产品的交期较短，公司针对需求量大、价格波动小的产品会

进行适当的提前备货生产。 

3、销售模式 

公司采取直销的销售模式，即直接向下游客户销售。公司客户主要为国际知名的消费电子品牌厂商及国内领先的核心零

组件生产商、制造服务商，该等厂商对供应商的产品质量、供货能力、响应速度、研发实力等资质进行综合审核，经过反复

考察、改进与验收后才能通过其合格供应商资格认证并签订销售合同，约定质量、交货、结算、物流、保密等条款。在合作

期间，公司通过报价、竞价等方式获得最终订单，约定产品具体型号、价格、数量、交期等，公司根据订单进行打样、生产、

交货，销售部门进行后续跟踪与服务。 

4、研发模式 

公司的研发活动主要采用自主研发的模式，具体分两种：第一种是根据终端客户的需求进行定制化研发，参与直接和终

端客户产品设计研发的环节，为客户提供材料选型、产品设计、样品试制、产品检测等服务；第二种是公司根据市场需求的

变化趋势，进行主动研发，成功开发新样品后向下游客户进行推广。 

此外，公司也会采取与上游材料供应商进行合作研发的模式，共同为下游终端客户开发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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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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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959,479,778.19 866,784,611.46 10.69% 607,063,709.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3,901,736.28 226,618,801.32 -5.61% 140,416,994.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1,536,381.08 244,875,052.90 -17.70% 148,775,616.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6,612,663.11 264,064,253.99 -48.27% 104,610,602.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5.46 6.05 -9.75% 4.0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5.46 6.05 -9.75% 4.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45% 46.03% -17.58% 62.72%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102,304,097.82 757,368,113.77 45.54% 397,531,884.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58,765,950.82 644,896,327.60 33.16% 299,201,35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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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762,689.21 213,924,175.44 265,463,812.28 320,329,101.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399,465.61 52,530,632.42 62,534,956.42 63,436,681.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4,254,467.73 47,720,479.14  60,365,383.86 59,196,050.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3,750,922.39 40,097,624.15  25,262,869.54 -2,498,75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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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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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清平 境内自然人 47.54% 18,616,500  18,61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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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平 境内自然人 16.86% 6,601,513  6,601,513    

付学林 境内自然人 9.97% 3,904,226  3,904,226    

东莞市晶鼎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94% 3,500,000  3,500,000    

李玉梅 境内自然人 4.13% 1,618,213  1,618,213    

张立华 境内自然人 3.88% 1,519,100  1,519,100    

东莞长劲石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72% 1,458,300  1,458,300    

东莞市晶鼎贰号咨询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2% 1,183,600  1,183,600    

高冬 境内自然人 1.94% 759,548  759,548    

合计  100.00% 39,161,000  39,161,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为李清平，实际控制人为李清平、邓瑞文夫妇，上述股东中李东

平、李玉梅、东莞市晶鼎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东莞市晶鼎贰号咨

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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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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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2020 年度，新冠疫情爆发、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给世界经济带来极大的冲击。在复杂的环境下，公司在董事会带领下，

迅速而有序的组织复产复工，坚持发展战略，立足主营业务，从首发上市、客户开发、产业布局、人才储备、技术积累等方

面积极推进公司发展目标，持续提高战略规划可行性、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为未来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报告期内，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在公司董事会稳中求进的战略目标的领导下，加上国家产业政策、行业发展带来的机

遇，公司报告期内业绩整体维持稳定，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95,947.9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0.6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213,90.17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5.61%。报告期末，资产总额达到 110,230.41 万元，同比增长 45.54%，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5,876.60 万元，同比增长 33.16%。 

报告期内，公司的具体经营情况如下： 

（一）IPO 项目取得重大进展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正式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2020 年 11 月 5 日获深交所上市

委员会审议通过，并于 2021 年 4 月 19 日成功上市，实现公司战略发展的重要目标。此次公司成功上市，为公司发展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公司未来将以上市为契机，以募投项目的实施为基石，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进一步在电子电器行业深耕，努

力发展好主营业务，提升公司整体实力，强化公司的竞争优势，以优质的服务为客户创造竞争力，以优良的业绩回馈投资者。 

（二）客户开发取得显著成效 

目前，公司已积累了大批稳定的客户资源，赢得了 Jabra、Bose、Sony、Facebook 等终端品牌客户和三星视界、鹏鼎控

股、台郡科技、华通电脑、藤仓电子等零组件制造商及美律、伟易达、立讯精密、歌尔股份等 EMS 客户的认可与信任，成

为这些客户新产品研发和生产的重要配套企业。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大力开发新客户。2020 年 10 月，公司获得苹果公司合格供应商资格，为公司未来发展创造了新机

会；同时，公司与亚马逊的合作持续稳步推进，目前亚马逊的订单已经量产并稳定交货，为增厚公司业绩持续发力。与终端

品牌客户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将有助于公司及时掌握客户需求，紧跟行业技术发展前沿，为公司未来发展提供正确的方向。 

（三）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长期以来，公司以客户需求为导向，重视公司的研发能力，持续增加研发投入，密切追踪最新技术及发展趋势，持续开

展对新技术的研究。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 5766.19 万元，同比增长 29.27%，占营业收入 6.01%，研发投入不断提升。报

告期末，公司在职研发人员 199 人，同比增长 49.62%，公司通过定编定制优化研发人员结构，注重研发人才的培养，提升

研发工作效率。 

本年度公司战略研发紧紧围绕主营业务，立足做一流的功能性器件、结构性器件和智能装配、电子材料的解决方案供应

商的发展目标，通过引进一系列先进研发设备和仪器，并配备相应的技术研发人员，实现公司技术研发及实验检测能力的进

一步提升，为新技术与新产品的开发提供研发平台，提升产品质量，进一步提高公司产品的技术水平和利润水平。 

（四）积极推进重大工程建设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募投项目之达瑞新材料及智能设备总部项目（一期）取得重大进展，受制于年初新冠疫情影响，人工紧

张，项目工程建设工期进度有所延误。公司管理层及项目部通过科学筹划，在防控疫情及安全施工的前提下，合理安排工期

进度，在报告期内完成了建筑主体工程的建设，为公司募投项目的实施，产能的释放提供了场地支持。 

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达瑞通过挂牌竞买的方式取得昆山市陆家镇顺铁路南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由苏州达

瑞全资子公司苏州粤瑞在该地块上实施高分子材料、精密模切组件、自动智能化设备生产项目。该项目的实施，是公司在华

东地区战略部署的重要步骤，项目竣工后，将为公司就近服务华东地区客户群提供新的生产、研发、制造、销售基地，是公

司在华东地区发展多年的重要进展。未来，公司将以该项目为起点，进一步开拓华东市场，为公司做大做强提供注入新动力。 

（五）、积极布局海外市场，紧跟客户发展策略 

继美国达瑞设立后，2020 年 12 月 9 日，公司越南子公司达瑞（越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获越南政府审批注册，越南达

瑞的设立，是公司应对贸易摩擦、产业转移及紧跟客户发展步伐的重要举措。公司在越南租赁的厂房已经在装修筹划中，项

目竣工后，将为就近服务客户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未来，公司将持续关注行业发展趋势，根据客户的发展战略及公司业务

拓展的需求，进一步加大海外布局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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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公司将继续秉承客户至上、品质为先、长期主义的经营理念，以上市为契机，以募投项目的实施为基石，

进一步深耕电子电器行业，提升公司整体实力，做一流的功能性器件、结构性器件和智能装配、电子材料的解决方案供应商，

不断引领创新和服务，协助客户创造竞争力，实现股东、客户、员工价值的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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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电子功能

性器件 
674,446,822.75 303,392,368.85 44.98% 10.76% 1.79% -8.10% 

可穿戴电子产

品结构性器件 
214,815,000.36 87,447,300.13 40.71% 8.06% 2.84%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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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该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 

本公司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的控制权时，确认收入。在满足一定条件时，本公司

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否则，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务。合同中包含两项或多项履约义务的，本公司在合同

开始日，按照各单项履约义务所承诺商品或服务的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按照分摊至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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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计量收入。  

本公司依据新收入准则有关特定事项或交易的具体规定调整了相关会计政策。例如：合同成本、质量保证、主要责任人

和代理人的区分、附有销售退回条款的销售、额外购买选择权、知识产权许可、回购安排、预收款项、无需退回的初始费的

处理等。  

本公司已向客户转让商品而有权收取对价的权利，且该权利取决于时间流逝之外的其他因素作为合同资产列示。本公司

已收或应收客户对价而应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义务作为合同负债列示。 

本公司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本公司 2020 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未对

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本公司仅对在 2020 年 1 月 1 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本公司 2020 年年初留存收益

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与原收入准则相比，执行新收入准则对 2020 年度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 

单位：元 

受影响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影响金额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合同资产—原值 - 

存货 - 

其他非流动资产 - 

长期应收款 - 

合同负债 910,570.00 

预收款项 -910,570.00 

预计负债 - 

2、财政部于 2020 年 6 月发布了《关于印发<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财会[2020]10 号），可

对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根据该会计处理规定选择采用简化方法。 

本公司对于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发生的房屋建筑物类别租赁的相关租金减让，采用了该会计处理规定中的简化方法，

在减免期间或在达成减让协议等解除并放弃相关权利义务时，将相关租金减让计入损益。上述简化方法对本期利润的影响金

额为 270,967.32 元。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公司本期未发生重要的会计估计变更。 

（3）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不涉及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调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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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2 月 16 日，广东省商务厅向公司颁发了《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境外投资证第 N4400201900731 号），同意达瑞

电子在美国设立全资子公司：达瑞电子有限公司（英文名称：Tarry Electronics Inc.），投资总金额  1,722 万元。2019

年 12 月 23 日，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境外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粤发改开放函【2019】3942 号），同意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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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设立公司项目予以备案。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2020 年 5 月 19 日，广东省商务厅向公司颁发了《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境外投资证第 N4400202000257 号），同意达瑞

电子在越南设立全资子公司：达瑞（越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英文名称：TARRY (VIETNAM) 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投资总金额 2121 万元人民币。 2020 年 05 月 27 日，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境外投资项目

备案通知书》（粤发改开放函【2020】870 号），同意对公司在越南设立公司项目予以备案。自设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

报表范围。 

—注销的子公司 

公司子公司香港达瑞电子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14 日完成香港税务局税务注销，自完成注销之日起不再纳入合并报表

范围。 

 

 

东莞市达瑞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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