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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10                           证券简称：正业科技                           公告编号：2020-031 

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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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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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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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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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聘请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具体详见致同事

务所出具的《2019 年度审计报告》（致同审字(2020)第 441ZA8045 号）。对于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意见类型，公司董事

会尊重其独立判断。除“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部分所述事项可能产生的影响外，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公司财务状况以及 2019 年度的合并及公司的经营成果和现

金流量。董事会将切实推进消除相关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并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将根据事态发展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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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290,226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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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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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业科技 股票代码 3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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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巍 李嘉豪 

办公地址 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科技九路 2 号 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科技九路 2 号 

传真 0769-88774271 0769-88774271 

电话 0769-88774270 0769-88774270 

电子信箱 ir@zhengyee.com ir@zhengye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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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营业务情况     

    正业科技是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提供商，主要面向PCB、锂电、平板显示等行业提供智能检测、自动化产线和智能制造解

决方案等产品和服务，在电子信息产业领域被市场广泛认可。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不存在重大变化。公司继续聚焦“智能制造”主航道，实施智能制造解决方案的发展战略，以多

年累积的自动化设备生产经验与自动化信息系统解决方案相结合，形成公司在智能制造领域的核心优势，助力传统企业转型

升级，为企业建设智慧工厂提供支撑。 

（二）所处行业的发展情况及行业地位 

根据《国家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和中国证监会2012年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属

行业为“C35专用设备制造业”。公司主要面向电子信息产业领域提供产品和服务，所处行业发展情况及行业地位如下： 

1、PCB/FPC行业  
PCB（印制电路板）是电子产品的关键互连件，绝大多数电子设备及产品均需配备，被称为“电子产品之母”。PCB下游

应用广泛，主要包括计算机、通讯设备、工业控制、汽车电子、消费电子和航天航空等。根据Prismark统计，近五年全球PCB

产值的平均增速为3.2%，2018年全球PCB产业总产值达635亿美元，中国占全球份额的52.6%。2019年，国内PCB行业两极分

化严重，行业龙头增速迅猛，与此同时，却有1/3的企业处于净利润同比下降的情况。无缘参与5G建设的PCB企业，将持续

低迷表现，未来行业两极分化将更加严重，落后产能进一步出清。根据Prismark预测，随着日后应用场景的发展与改变，5G

时代、智能手机升级、物联网兴起，以及汽车电子复杂度的提升等一系列下游产业更迭升级，未来五年全球PCB行业产值将

持续稳定增长，预计2018年至2023年复合增长率为3.7%，2023年全球PCB行业产值将达到747.56亿美元。 

公司PCB业务处于产业链中上游，主要向电路板厂商提供智能检测、自动化产线、FPC功能性膜材料、智能制造解决方

案等产品和服务，与鹏鼎控股、深南电路、沪电股份、生益科技、东山精密、合力泰、胜宏科技、奥士康等行业主要厂商建

立了合作关系，荣获2019年（第一届）电路板行业优秀贡献奖。 

2、平板显示行业 

根据群智咨询（Sigmaintell）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显示器面板出货量1.4亿片，同比下降5.2%；全球智能手机面板出货

17.8亿片，同比下降4.9%；全球液晶电视面板出货量2.83亿片，同比小幅下降0.2%。受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产能释放过快和

终端销售下滑等多重因素影响，液晶电视面板价格自2017年第二季度见顶后进入超过两年的下行通道，目前已跌破部分厂商

的现金成本。LCD面板价格持续下跌导致全行业陷入经营性亏损状态，面板厂商被迫通过降低稼动率和关停产线来控制产出。

从行业供需来看，日本及韩国企业陆续关闭LCD产线与国内新建产线延迟投产对于行业供需格局的改善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同时随着三星显示器（SDC）、 LG显示器（LGD）等厂商退出LCD市场，预计全球LCD供需结构将实现大幅边际改善。 

短期来看，新冠病毒疫情升级及持续蔓延将对线下渠道销售情况造成一定冲击，同时导致需求滞后，加之全球疫情的发

酵进一步扩大市场悲观情绪。从长期发展趋势看，5G助力超高清视频逐步普及带动电视面板平均销售尺寸持续增加，车载、

智慧屏等产品将打开新的应用需求，屏下指纹、屏下摄像头等技术的普及加速AMOLED在手机端的渗透，折叠屏成为智能

手机创新新趋势，加上供给侧过剩产能逐步退出，平板显示行业有望进入新一轮景气复苏周期。 

公司平板显示业务处于产业链中游，主要向平板显示制造厂商提供用于平板显示器中显示模组组装生产的邦定、贴合、

背光源等模组设备，是国内主要的平板显示模组组装设备供应商之一，与京东方、华星光电、信利光电、JDI（日本显示）、

业成、天马、合力泰、欧菲、维信诺、联创电子、同兴达、德普特等平板显示行业主要厂商建立了合作关系。报告期内，子

公司集银科技通过“广东省平板显示智能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认定。 

3、新能源行业 

锂电池应用场景分为动力、3C数码和储能等三个应用领域。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为锂电池需求占比最大的细分领域，

占比高达64%，其次为3C数码和储能用锂电池。在锂电池各类下游应用市场中，增长最明显的无疑是以电动汽车为主的电动

交通工具，市场趋于饱和的则是以智能手机为主的消费电子领域。随着消费电子进入存量竞争，消费型锂电池增长或趋缓。 

据高工锂电研究所（GGII）统计显示，2019年动力电池累计装机量约62.38GWh，同比增长9%。另据SNE的预测，截止

2025年，动力电池的市场份额将占据整个锂离子电池市场份额的82.2%左右，将对锂离子电池行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新能

源汽车产业正由政策驱动转向供给驱动，尽管3C数码出货量已现疲态，但全球电动汽车和储能行业快速发展正驱动锂电需

求高速增长，预计未来随着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提高，锂电池需求增长可观，预计到2025年需求年复合增速约为18%。 

公司锂电业务处于产业链中游，主要向锂电池制造厂商提供X光无损检测设备，提高电池的安全性，与CATL、比亚迪

电池、亿纬锂能、孚能集团、长城汽车、欣旺达、光宇集团、维科电池、国轩高科、松下能源等行业标杆客户保持稳定合作

关系，与客户共同制定了锂电行业X光检测标准。据高工锂电研究所（GGII）调研显示，公司锂电X光检测设备占有国内市

场份额达70%以上。 

4、智能制造领域 

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从智能制造需求侧看，受人口红利消失、资源环境制约、新工业革命等因素影响，3C行

业、家用电器行业、汽车零部件行业、新能源行业以及其他传统制造业对产线自动化、智能化需求越来越大。随着制造业智

能化的升级改造，我国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呈现较快的增长，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到2023年市场规模将超过2.81万

亿元。 

公司在PCB、新能源、平板显示、汽车电子、纺织等行业都成功实施了智能制造项目，积累了丰富的智能制造集成经验，

可满足客户提升生产流程的自动化、智能化水平，节约成本、提高效益的需求。报告期内，公司成功入选“2019中国工业互

联网创业50强榜单”、“2019中国智能工厂自动化集成商百强榜”；荣获“2019年中国食品行业追溯体系优秀供应商奖”、东莞

市“智能制造示范成就奖”；分别携手龙纪股份、戈尔德、中国联通打造汽配行业智能制造示范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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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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1,045,970,416.22 1,428,985,615.48 -26.80% 1,265,378,908.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24,566,419.10 16,920,321.24 -5,564.24% 197,585,285.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43,560,933.40 -77,884,383.96 -1,111.49% 149,761,562.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619,541.91 216,787,946.43 -131.65% -2,165,797.6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42 0.05 -4,940.00% 1.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42 0.05 -4,940.00% 1.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2.88% 0.84% -63.72% 11.07%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2,425,111,956.24 3,207,897,178.01 -24.40% 2,853,530,747.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39,300,119.20 2,028,675,482.78 -53.70% 2,024,131,78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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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225,339.41 307,637,444.24 359,650,793.56 132,456,839.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711,181.08 21,479,400.66 13,002,176.78 -977,759,177.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710,303.04 17,067,218.46 8,238,616.20 -985,577,071.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277,062.90 41,880,611.81 14,162,746.50 -60,385,83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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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32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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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市正业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3.10% 164,323,751 0 质押 163,081,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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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平安汇通投资－包商银行－中融国

际信托－中融－恒融 5 号单一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7% 4,462,718 0   

东莞市铭众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6% 4,416,046 0   

李凤英 境内自然人 1.14% 4,358,612 0   

新余市煜恒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7% 3,320,530 3,320,530 质押 2,991,277 

刘兴伟 境内自然人 0.61% 2,324,371 2,324,371 质押 1,0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49% 1,868,332 0   

邵臻凯 境内自然人 0.39% 1,500,000 0   

新余市融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0% 1,147,002 0   

徐国梅 境内自然人 0.24% 919,619 572,37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十大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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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公司所处设备制造业市场需求低迷，下游客户的设备投资滞缓、订单延期交付，市场竞争激烈，公司部分业务

营收未达预期，毛利率同比下降，同时财务费用、人工成本、股权激励摊销等费用增加，导致公司整体利润率下滑。本报告

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4,597.04万元，同比下降26.8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456.64万元，同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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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4.24%。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绩驱动因素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的业绩主要受下游产业的新增产线投资和智能制造需求，及因

技术产品更新迭代所产生的产线升级和转型升级所驱动，与下游产业的发展具有较强的联动性。2019年，公司所处设备制造

业市场需求低迷，下游客户的设备投资滞缓、订单延期交付，市场竞争激烈，公司部分业务营收未达预期，费用增加，整体

利润率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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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板显示模组自动化 351,959,747.67 92,015,613.29 26.14% -20.06% -55.51% -20.83% 

高端新材料 215,608,156.25 64,198,874.99 29.78% -10.75% -16.47% -2.04% 

PCB 检测自动化 161,563,939.84 56,575,822.35 35.02% -32.39% -13.33% 7.70% 

智能制造集成 159,393,669.98 28,174,586.40 17.68% -49.89% -78.38% -23.29% 

锂电检测自动化 154,672,411.80 50,017,003.10 32.34% -16.97% -33.13% -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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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公司所处设备制造业市场需求低迷，下游客户的设备投资滞缓、订单延期交付，市场竞争激烈，公司部分业务

营收未达预期，毛利率同比下降，同时财务费用、人工成本、股权激励摊销等费用增加，导致公司整体利润率下滑。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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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金融工具准则 

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

产转移（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修订）》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

（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本公司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参见附注三、10。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根据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资产划分为以下三类：（1）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2）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3）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混合合同包含的主合同属于金融资产的，不应从该混合合同中分拆嵌入衍生工具，而应当将该混

合合同作为一个整体适用金融资产分类的相关规定。 

②新债务重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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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以下简称” 新债务重组准则”)，修改了债务重

组的定义，明确了债务重组中涉及金融工具的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等准则，明确了债权

人受让金融资产以外的资产初始按成本计量，明确债务人以资产清偿债务时不再区分资产处置损益与债务重组损益。 

根据财会[2019]6号文件的规定，“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项目不再包含债务重组中因处置非流动资产产生的利得或

损失。 

本集团对2019年1月1日新发生的债务重组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9年1月1日以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整。 

③新非货币性交换准则 

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下简称“新非货币性交换准则”），明

确了货币性资产和非货币性资产的概念和准则的适用范围，明确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时点，明确了不同条件下非货币

性资产交换的价值计量基础和核算方法及同时完善了相关信息披露要求。本集团对2019年1月1日以后新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交易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9年1月1日以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交易不进行追溯调整。 

④财务报表格式 

财政部于2019年4月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2018年

6月发布的《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同时废止；财政部于2019年9

月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

度合并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1号）同时废止。根据财会[2019]6号和财会[2019]16号，本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

行了以下修订： 

资产负债表，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拆分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本公司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财会[2019]6号文进行调整。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报告期本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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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地华 

日期：2020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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