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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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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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19 年利润分配预案为：不作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和其他形式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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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森科技 60362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宁 周贤子 

办公地址 昆山开发区新星南路155号 昆山开发区新星南路155号 

电话 0512-36688666 0512-36688666 

电子信箱 ksgf@kersentech.com ksgf@kersentech.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以精密压铸、锻压、冲压、CNC、激光切割、激光焊接、MIM、精密注

塑等制造工艺、技术为基础，以精密模具设计、生产为支撑，为苹果、亚马逊、谷歌、美敦力等

国际、国内知名客户提供消费电子、医疗器械、汽车（含新能源汽车）、液晶面板、电子烟等终端

产品所需精密金属、塑胶结构件产品的研发、制造以及部分工艺服务。公司消费电子产品包括智

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智能耳机、智能音箱等终端产品的外壳、中框、中板、按键、



标志、转轴（铰链）等；医疗器械产品包括手术刀、骨钉、心脏起搏器等终端产品所需结构件等；

电子烟产品包括金属支架及部分外观件；以及液晶显示面板的部分工艺服务。 

2、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采购的原材料主要为不锈钢、碳钢、铜材、铝材、塑胶粒子等，均为工业生产常用的原

材料，公司地处长三角地区，上述原材料供应充足。公司目前实行以订单为导向的采购模式，对

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基本原材料、辅料及满足订单所需产成品作部分库存。 

（2）生产模式 

公司生产模式为以销定产，即根据客户订单安排生产。公司产品生产周期因产品的复杂程度

和客户对交货期的要求不同而异，一般生产周期为一天到两周左右。此外，由于公司产品的多样

化和非标准性等特征，公司部分产品例如手机及平板电脑结构件的部分阳极氧化等表面处理会采

用委托加工的形式。 

公司获取订单后由工程技术中心设计合适的工艺流程，生成工艺文件和生产计划表；将生产

计划表反馈给客户，待客户确认后由制造部门安排生产，由质量部负责生产过程的品质管控，客

服部负责产品发货。 

（3）销售模式 

公司的销售一般采取直接面向客户的销售模式，公司目前大部分客户均为多年合作的老客户，

公司获得客户的供应商认证资格后便与客户形成常态化销售体系，公司与客户签订框架性/保密协

议后，客户根据生产计划向公司发送采购订单，公司按照客户订单组织采购、生产并向客户或客

户指定的供应商交货。 

公司的客户主要为国际、国内知名企业，这些客户在以上海、苏州、无锡为代表的长江三角

洲区域内设立了独资或合资公司、工厂，并根据市场需求在国内采购结构件进行生产、组装和集

成，然后面向全球市场进行销售。由于这些客户生产的产品最终将分别销往境内和境外市场，因

此公司在销售商品的过程中，将根据客户要求，在指定地点交货。其中部分产品在境内交货，部

分产品经客户指定发送至境外、保税区或出口加工区。 

3、行业情况 

公司处于精密金属制造行业，需要综合运用计算机技术、新材料技术、精密制造与测量技术

等现代技术，通过塑造变型、熔化压铸、冲压切削、结晶等成型手段将金属材料加工成预定设计

的产品，目的在于使成形的制品达到预定设计要求的强度、形状、尺寸或外观。 



精密金属结构件是众多高精尖产品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通讯设备、计算机、医疗器

械、消费类电子、航空航天等行业发展速度日新月异的背景下，对产品的微型化、高精度、高质

感等特性的要求越来越高。精密金属结构件不仅可以满足上述行业相关产品对结构件电磁屏蔽和

坚固支撑的功能性要求，而且经过阳极氧化、PVD 等表面处理后的精密金属结构件可以提高耐腐

蚀性、增强耐磨性及硬度，同时在色泽度、光滑度、质感等方面大大满足消费者对外形美观的要

求。 

近年来，以 CNC 数控加工技术为核心的精密压铸、冲压、精密切削等技术广泛应用于金属结

构件制造，为下游产品提供了高质量、高精度、高质感的结构件或零部件，随着下游终端产品的

多样性发展，对结构件制造服务商的生产工艺、数控及精密技术运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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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7,971,601.41 4,961,080,087.07 -7.32 3,440,622,546.08 

营业收入 2,127,271,802.48 2,408,320,131.75 -11.67 2,164,957,830.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84,928,432.30 124,682,904.66 -248.32 222,403,797.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02,367,759.50 110,999,380.52 -282.31 212,467,977.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658,575,218.58 1,864,584,406.89 -11.05 1,757,980,983.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43,971,209.90 328,027,016.51 4.86 208,393,528.32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5 0.30 -250.00 0.7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5 0.30 -250.00 0.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0.75 7.02 减少17.77个百分点 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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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615,684.20 434,426,752.01 471,058,652.86 761,170,713.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3,073,184.62 -43,215,238.63 -39,337,423.17 -115,448,955.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10,418,892.59 -45,172,379.53 -39,599,488.42 -128,014,784.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98,592,060.14 240,600,462.70 16,814,303.70 -12,035,61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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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2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9,18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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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金根 544,500 155,220,561 36.63 152,880,000 质押 94,993,380 
境内自

然人 

王冬梅 0 63,700,000 15.03 63,700,000 质押 37,680,000 
境外自

然人 

徐小艺   0 25,480,000 6.01 25,480,00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深圳市珠峰基石

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7,488,500 13,402,920 3.16 0 无 0  其他 

沈丽华 8,000,000 8,000,000 1.89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昆山零分母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 
-10,242,000 5,028,000 1.19 0 无 0  其他 

李进 -251,007 3,136,001 0.74 3,136,000 质押 2,727,261 
境内自

然人 

向雪梅 -227,873 3,136,000 0.74 3,136,00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杨春妹 3,090,043 3,090,043 0.73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 2,042,126 3,077,797 0.73 0 无 0  其他 



限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徐金根与王冬梅为夫妻，徐小艺为其女儿；珠峰基石与中欧基石

受同一自然人控制。除上述关系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公司不存在优先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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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上述持股比例按照公司 2020 年 3 月 31 日股本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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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上述持股比例按照公司 2020 年 3 月 31 日股本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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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部分智能手机产品销量下滑，导致公司收入出现一定程度的减少，伴随公司产能

利用率的不足、新产品开发等成本较多等因素，出现了较大金额的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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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4 号——固定资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变更和差错更正》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信息化建设统一规范要求，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对

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固定资产进行重新分类，对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进行调整，上述重新分类及调

整将引起固定资产年折旧额计提额的变化。本次调整属于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不做

追溯调整。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经测算，按照新的折旧年限计算，预计将减少公司 2019 年第四季度折旧额 76.60 万元，增加

归属于上市公司母公司净利润 76.60 万元；预计将减少公司 2020 年度折旧额 292.73 万元，增加归

属于上市公司母公司净利润 292.7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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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科森科技东台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子公司 100.00%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Kersen Science & Technology North America Corp 全资子公司 一级子公司 100.00% 

江苏科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子公司 82.01% 

江苏科森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子公司 100.00% 

昆山瑞思胜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子公司 100.00% 

昆山元诚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子公司 100.00% 

台湾科森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子公司 100.00% 

Kersen Science & Technology (Singapore) Pte Ltd. 全资子公司 一级子公司 100.00% 

江苏金科森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子公司 100.00% 

江苏元诚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子公司 100.00% 

Kersen Science & Technology (Malaysia) Sdn. Bhd. 全资子公司 一级子公司 1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