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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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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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 2020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确认公司 2020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 7,819,069,765.83 元，净利润 1,129,260,005.21 元，扣除少数股东权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净利 832,143,263.76 元，其中扣除非经营性收益后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693,721,595.51 元。

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277,011,233.40元。 

2、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按可供分配利润的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27,701,123.34元。 

3、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在确保公司正常经营和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兼顾股东的

即期利益与长远利益，公司提出如下利润分配预案：以公司2020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744,761,55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4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53,218,927.68元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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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发股份 600885 ST宏发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林旦旦 章晓琴 

办公地址 厦门市集美北部工业区东林路560号 厦门市集美北部工业区东林路560号 

电话 0592-6196766 0592-6196768 

电子信箱 zqb@hongfa.com zqb@hongfa.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宏发电声股份有限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为研制、生产和销售继电器、

低压电器、接触器、自动化设备及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和组件、机电产品、机械设备。产品包括继

电器、低压电器、高低压成套设备、精密零件、传感器、电容器、自动化设备等多个类别。其中，

继电器产品作为宏发电声的主营业务，共有160多个系列、40,000多种常用规格，年出货量超过20

亿只，且能够根据客户要求定制数千余种特规产品及承接OEM生产。宏发系列化产品可广泛应用于

家用电器、智能家居、智能电网、建筑配电、新能源、汽车工业、轨道交通、工业自动化、安防

消防、网络通讯等行业，主要聚焦于消费电子、能源、交通、工业四大领域，产品出口到100多个

国家和地区，在欧洲、美洲、亚洲以及中国上海、北京、四川等地建立本地化营销及服务网络，

公司以顾客需求为导向，通过售前、售中、售后与顾客建立紧密联系，为顾客提供全程互动式的

服务，具备了全球化的市场运作和技术服务能力。 

公司拥有30余家制造型企业，建立厦漳、东部、西部三大研发生产基地，七大核心事业部，

厂房面积逾100万平方米；公司拥有三十年的继电器研发和制造经验，致力于以继电器产业链为基

础的产品研发与技术创新；公司技术中心是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目前拥有继电器行业顶尖技术

人才组成的研发团队，承担了多项国家标准的制定和多项国家重点项目的实施，也是国内继电器

行业唯一同时拥有博士后工作站和院士专家工作站的企业。 

公司检测中心是中国规模最大、技术水平最先进的继电器检测与分析实验室，也是德国 VDE、

北美 UL、中国 CNAS认可，ILAC国际互认的实验室。产品通过了美国 UL/CUL，德国 VDE、TÜV，中

国 CQC 等国内外安全认证。宏发人追求卓越的产品品质，对“质量是企业的生命”有着深刻的理

解，秉承“以质取胜”的经营方针，通过贯彻先进的质量理念，不断完善质量管理体系，持续推

行产品质量先期策划、过程质量控制、供应链管理等工作，产品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赢得了

国内外广大客户的赞誉。 

作为民族继电器的代表企业，宏发多次赢得殊荣： 2020 年 8 月，宏发凭借规模实力、研发

能力等方面的突出表现，荣获“第 33届中国电子元件百强企业”第 8名，是继电器行业唯一入榜

企业。从 1995年至今，宏发已连续 26年入围中国电子元件百强企业榜单；2020 年 5月，荣登中

国品牌价值榜；2020年 11月，宏发荣获“2020中国新经济企业 500强榜单”第 299名，荣获“2020

福建企业 100 强”第 98 位，荣获“2020福建制造业百强企业”第 54位；荣获“2020-2021年度

厦门市龙头骨干民营企业”称号，宏发为国家首批获得两化融合体系认证的企业，第一批国家知



识产权示范企业，被国家商务部、发改委首批认定为“国家汽车零部件出口基地企业”；被工信

部认定为“技术创新示范企业”；被科技部认定为“国家火炬重点高新技术企业”；荣获 2002

年“福建省质量管理奖”、2012年“厦门市质量奖”2017年“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进一步

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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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10,842,946,543.08 10,197,338,802.18 6.33 8,891,519,265.49 

营业收入 7,819,069,765.83 7,081,493,747.65 10.42 6,879,774,007.0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832,143,263.76 704,054,276.33 18.19 698,846,322.9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693,721,595.51 667,603,833.11 3.91 645,218,860.4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5,527,482,768.27 4,923,536,772.33 12.27 4,432,062,973.77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719,589,775.50 1,680,947,680.53 -57.19 827,473,933.35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1.12 0.95 17.89 0.94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1.12 0.95 17.89 0.94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5.96 15.21 增加0.75个百

分点 

1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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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9,331,104.88 2,001,771,455.13 1,996,258,548.67 2,381,708,657.1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42,736,793.42  214,623,663.33  239,875,675.24  234,907,131.7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142,621,980.71  208,292,724.61  213,415,948.59  129,390,941.60 



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4,891,487.31 342,583,518.63  217,985,834.94  74,128,93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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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5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9,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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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格投资有限公司 4,917,752 203,681,781 27.35 0 质押 41,07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37,212,948 101,990,072 13.69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联发集团有限公司 -21,925,599 64,849,014 8.71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二

组合 

8,084,662 14,580,990 1.96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0 13,552,980 1.82 0 无 0 国有

法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国泰智能汽

车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5,859,145 10,788,014 1.45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金 人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

资金 

0 10,339,261 1.39 0 无 0 境外

法人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高毅晓峰 2号致信

基金 

-1,432,036 8,550,079 1.15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传统－普通

保险产品－005L－

CT001沪 

7,017,800 8,180,502 1.10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

组合 

0 6,942,478 0.93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

外，公司未知其他社会公众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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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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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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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81,906.98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10.42%；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3,214.33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18.1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9,372.16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3.91%；实现基本每股收益 1.1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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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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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主要包括：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简称 级次 持 股 比 例

(%) 

表决权比例

(%) 

厦门宏发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宏发电声 二级 77.96 77.96 

厦门宏发开关设备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宏发开关 三级 77.96 100.00 

宁波金海电子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宁波金海 三级 58.47 75.00 

厦门精合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厦门精合 三级 77.96 100.00 

宏发国际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香港宏发 三级 77.96 100.00 

西安宏发电器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西安宏发 三级 54.57 70.00 

厦门宏发电力电器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电力电器 三级 77.96 100.00 

厦门金越电器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厦门金越 三级 77.96 100.00 

HONGFA AMERICA ,INC 控股子公司 美国宏发 三级 54.57 70.00 

厦门宏发电气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宏发电气 三级 77.96 100.00 

上海宏发电声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上海宏发 三级 54.57 70.00 

北京宏发电声继电器有限公司 参股子公司 北京宏发 三级 26.51 34.00 

四川宏发继电器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四川销售 三级 58.47 75.00 

四川宏发电声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四川宏发 三级 77.96 100.00 

HONGFAEUROPE GMBH 控股子公司 欧洲宏发 三级 42.88 55.00 

厦门金波贵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厦门金波 三级 77.96 100.00 

厦门宏发密封继电器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宏发密封 三级 77.96 100.00 

厦门宏发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汽车电子 三级 77.96 100.00 

GOLDENGLOBE COMMERCIAL , LLC 控股子公司 金球商贸 三级 54.57 70.00 

浙江宏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浙江宏舟 三级 77.96 100.00 

四川宏发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四川科技 三级 58.47 75.00 

厦门宏远达电器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宏远达 三级 77.96 100.00 

漳州宏发电声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漳州宏发 三级 77.96 100.00 

舟山金越电器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舟山金越 三级 77.96 100.00 

厦门宏发电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电力科技 三级 77.96 100.00 

厦门宏发信号电子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宏发信号 三级 77.96 100.00 

厦门宏发工业机器人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工业机器人 三级 77.96 100.00 

厦门宏发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宏发精机 三级 77.96 100.00 

北京宏发电声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北京销售 三级 26.51 34.00 

上海宏发继电器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上海销售 三级 54.57 70.00 

HONGFA HOLDINGS U.S.INC 控股子公司 控股美国 三级 77.96 100.00 

浙江宏发五峰电容器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宏发五峰 三级 76.01 97.5 

厦门宏发电声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电声科技 三级 77.96 100.00 

浙江宏凯吉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宏凯吉 三级 62.37 80.00 

舟山金度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舟山金度 三级 27.29 35.00 

HONGFA GROUP EUROPE GMBH 控股子公司 宏发欧洲 三级 76.40 98.00 

浙江宏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浙江电子 三级 77.96 100.00 

厦门宏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宏发物业 三级 77.96 100.00 

宏发电声（香港）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香港销售 三级 77.96 100.00 

宏发自动化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设备销售 三级 46.78 60.00 

 



注：子公司的持股比例不同于表决权比例的原因详见“子公司的持股比例不同于表决权比例的原

因”、持有半数或以下表决权但仍控制被投资单位的原因详见“持有半数或以下表决权但仍控制被

投资单位的依据”。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增加 1 户，减少 2 户，其中： 

1.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

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厦门宏发交通电器有限公司 收购 

  

2. 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委托经营或出租等方式丧失控制权的经

营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宏发国际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注销 

厦门宏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