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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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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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变更为中审众环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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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龙机电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300032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磊（暂代）

黄美燕

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华润置地大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华润置地大
厦 D 座 25 楼 01-05 单元
厦 D 座 25 楼 01-05 单元

传真

0755-26509839

0755-26509839

电话

0755-26509862

0755-26509862

电子信箱

ir@kotl.com.cn

ir@kotl.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国内领先的微特电机和结构件生产厂商，属于电子信息产业。经过20多年的发展，公司已经发展成为中国信息通
讯行业知名的零部件供应商，在微特电机领域深耕多年，技术及规模处于行业领先水平。公司全资子公司兴科电子拥有业内
先进的新材料、新工艺开发与制造工艺，在硅胶结构件领域综合竞争力位居行业前列。
公司主要从事马达、硅胶塑胶结构件及触控显示产品研发、生产及销售，在东莞、淮北、杭州、温州和深圳均拥有生产
基地。公司产品主要包括微特驱动电机、震动马达、硅胶塑胶结构件、玻璃盖板、触摸屏、显示模组等，产品广泛用于可穿
戴设备、智能手机、智能家居、汽车等领域。

1

金龙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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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1,742,206,672.72

1,731,784,239.57

0.60%

3,369,309,669.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1,389,727.63

47,003,448.48

-613.56%

-2,400,111,494.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7,613,279.08

-96,813,450.90

-104.12%

-2,307,909,933.87

-36,238,650.26

140,150,112.97

-125.86%

349,299,240.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

0.06

-600.00%

-2.9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

0.06

-600.00%

-2.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61%

3.26%

-20.87%

-84.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2,270,870,520.57

2,356,038,897.55

-3.61%

2,408,853,139.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44,149,623.12

1,479,413,046.11

-15.90%

1,419,312,85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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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775,435.44

387,138,229.80

544,954,649.88

576,338,357.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835,517.68

-1,804,683.08

41,231,124.11

-251,980,650.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837,375.60

-20,246,532.15

20,512,784.90

-166,042,156.23

-439,712.29

-59,597,515.45

-34,377,422.08

58,175,999.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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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30,693
普通股股东总
数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25,609
优先股股东
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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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持股比例

16.49%

持股数量

132,426,713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0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质押

132,185,112

冻结

132,425,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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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捷宇

境内自然人

4.50%

36,143,900

0

林胜

境内自然人

4.35%

34,957,538

0

叶海华

境内自然人

4.02%

32,252,510

0

金美欧

境内自然人

3.59%

28,825,000

0

前海开源基金－广发银行－方
其他
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3.44%

27,624,309

0

杨海兵

境内自然人

3.38%

27,140,400

0

潘锦云

境内自然人

3.32%

26,699,500

0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国有法人
司

3.06%

24,585,636

0

林黎明

2.08%

16,690,938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质押

28,820,000

冻结

24,000,000

质押

16,690,938

冻结

16,690,938

公司控股股东金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同公司股东金美欧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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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一）报告期内的业绩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742,206,672.72元，较上年同期增加0.60%；实现利润总额-251,775,895.56元，较上年
同期减少911.1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41,389,727.63元，较上年同期减少613.5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197,613,279.08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04.12%；实现综合毛利率16.68%，较上年同期增加2.87
个百分点。业绩变动的具体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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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0.60%，主要是由于结构件业务销售收入同比增加，马达和触控显示业
务销售收入同比略有下降综合影响所致。
2、报告期内，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均为亏损，主要是由于：（1）
调整业务结构，对部分闲置和技术落后的设备计提资产减值准备；（2）对部分不符合客户需求的产品所涉及的原材料、半
成品等存货计提跌价准备；（3）第四季度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应收账款相应增加，按会计政策计提的坏账准备较上
年同期相应增加；（4）对部分因超过使用寿命或者技术落后无法正常使用的设备、部分出现使用故障且维修成本较高的设
备进行报废；（5）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典当纠纷案作出的二审判决，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按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最高赔偿金额全额计提预计负债；（6）因美元汇率变动产生汇兑损失，上年同期为汇兑收益。
3、报告期内，公司实现综合毛利率16.68%，较上年同期增加2.87个百分点，主要是由于公司结构件业务销售收入较上
年同期增加30.82%，占公司业务比重提升，且结构件业务毛利率高于马达及触控显示业务毛利率影响所致。
（二）报告期内的经营管理情况
1、进一步处置闲置和低效资产，改善资产结构，提升公司资产的整体使用效率。
2、对经营管理层团队进行优化调整，强化总部管控，加强对工厂的经营业绩考核、资源调配和风险把控。
3、通过信息化建设和自动化投资，降低生产成本，提升公司的精益化生产能力。
4、聚焦核心客户，从客户需求出发，调整公司的产品结构、生产模式和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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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马达

477,737,094.43

55,028,023.35

11.52%

-24.55%

-10.66%

1.79%

触控显示模组

337,863,475.41

17,306,596.84

5.12%

-17.54%

-51.93%

-3.67%

结构件

901,113,458.51

210,655,698.34

23.38%

30.82%

48.81%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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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具体金额为-24,138.97万元，2019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4,700.34万元，由盈转亏，主要原因为：（1）调整业务结构，对部分闲置和技术落后的设备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2）对部分不符合客户需求的产品所涉及的原材料、半成品等存货计提跌价准备；（3）第四季度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
增加，应收账款相应增加，按会计政策计提的坏账准备较上年同期相应增加；（4）对部分因超过使用寿命或者技术落后无
法正常使用的设备、部分出现使用故障且维修成本较高的设备进行报废；（5）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典当纠纷案作出
的二审判决，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按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最高赔偿金额全额计提预计负债；（6）因美元汇率变动产
生汇兑损失，上年同期为汇兑收益。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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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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公司于2020年4月2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
的议案》，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以下
简称“新收入准则”），并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2017年7月5日新修订
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新收入准则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识别合同所包含的各单项履约义务并在履行
时分别确认收入；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更明确的指引；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
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公司根据财政部上述相关准则及通知规定，作为境内上市企业，将自2020 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新收入准则的
实施预计不会导致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公司无需对可比期间信息进行调整。
3、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2019-12-31列报变更前金额
2020年1月1日列报变更
列报项目
影响金额（元）
（元）
后金额（元）
存货
186,460,917.66
-12,220,155.72
174,240,761.94
合同资产
14,713,636.10
14,713,636.10
预收款项
17,609,167.79
-17,609,167.79
合同负债
15,593,570.73
15,593,570.73
应交税费
16,471,817.73
1,777,439.41
18,249,257.14
其他应付款
30,578,435.98
3,096,683.69
33,675,119.67
其他流动负债
1,332,082.73
1,332,08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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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合并单位
石浚科技（杭州）有限公司
广东金兴创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减少合并单位
深圳市华德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原因
新设立
新设立
原因
破产清算

本公司持股比例
40.00%
100.00%
本公司持股比例
间接持股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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