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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89                               证券简称：ST 宇顺                         公告编号：2021-025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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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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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宇顺  股票代码 002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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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九成 刘芷然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深圳市软件产业基

地 1 栋 A 座 13 层 1302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深圳市软件产业基

地 1 栋 A 座 13 层 1302 

电话 0755-86028112 0755-86028112 

电子信箱 hujiucheng@szsuccess.com.cn liuzhiran@szsuccess.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要业务情况 

公司属于计算机、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行业，主营业务为液晶显示屏及模组、触摸屏及模组、触摸显示一体化模组

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主要涵盖电容式触摸屏（GFF/OGS/GG）、LCD（TN/HTN/STN/CSTN/TFT）及对应模组、

TFT、INCELL\ONCELL模组等，广泛应用于通讯终端（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POS、智能穿戴、智能家居、车载

电子、数码产品、工业控制、医疗电子及其他消费类电子产品等领域。 

公司从事智能显示模组制造，主要为智能POS、智能穿戴、智能家居、车载电子等制造商提供全方位触控显示一体化解

决方案，为客户提供多形态产品，满足客户全方位的产品需求。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2、公司所属行业情况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公司产品的经营模式为以销定产，随着终端应用产品的季节性周期变化，公司主导产品相应产生一定的周期性变化。公

司所属行业情况的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年度报告》“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九、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之

“（一）行业格局和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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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139,420,849.38 204,480,296.28 -31.82% 324,317,943.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535,613.09 13,033,017.73 -341.97% -154,320,452.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401,401.18 -75,092,100.58 55.52% -153,942,041.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0,540,952.85 85,299,992.09 88.21% -40,596,536.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25 0.0465 -341.94% -0.55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25 0.0465 -341.94% -0.55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04% 4.03% -14.07% -39.18%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361,431,567.94 411,619,641.31 -12.19% 599,598,626.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98,237,394.31 329,773,007.40 -9.56% 316,739,98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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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36,376.46 35,463,580.80 43,932,290.28 39,588,601.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25,604.47 -8,274,782.07 -7,590,753.88 -9,544,472.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542,699.55 -8,493,641.50 -8,150,651.72 -10,214,408.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6,450.04 177,600,478.81 -9,850,258.84 -7,655,7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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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2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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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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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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植融云（北京）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42% 57,233,855 0   

中植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77% 24,585,656 0   

林萌 境内自然人 7.39% 20,706,000 20,706,000 质押 20,706,000 

张磊 境内自然人 2.83% 7,919,083 0   

魏连速 境内自然人 2.81% 7,861,635 0 质押 7,861,635 

郭宝田 境外自然人 2.69% 7,546,102 0   

李梅兰 境内自然人 1.58% 4,436,991 0 质押 4,436,991 

李洁 境内自然人 1.03% 2,879,544 0 质押 2,879,544 

叶小华 境内自然人 0.96% 2,703,800 0   

林车 境内自然人 0.88% 2,465,007 0 质押 2,465,00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中植融云（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中植产

业投资有限公司和中植融云（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为同一控制人实际

控制的企业；中植融云（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中植产业投资有限公

司系一致行动人； 

2、股东魏连速将其所持股份的表决权委托给中植融云（北京）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 

3、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林萌与李梅兰、李洁、林车具有关联关系，

系一致行动人； 

4、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

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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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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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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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疫情对国内经济冲击显著，疫情全球大流行导致的外部危机已严重影响海外需求，对公司业务产生了一

定的负面作用；下半年因主要原材料TFT玻璃及驱动IC材料成本大幅上涨、供应的短缺对公司业务产生较大影响。 

面对国内外经济下行压力、公司所处行业的现状以及上游资源紧缺大幅涨价，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应对，以尽量落实经

营计划。 

1、针对国外客户，公司主要维护医疗类客户特别是日本，巩固和提升现有市场份额。 

2、报告期内，公司加大了医疗、WIFI模块、金融支付类客户的彩屏业务，此类客户较2019年增长较快。 

3、国内家电类客户在2020年2至4月份影响较大，公司积极应对客户需求变化，快速降低成本，加大了开拓新的黑白屏

家电客户，确保业务稳定发展；下半年公司开始拓展国内家电类新客户，目前，公司与家电类客户合作较为稳定。 

4、公司实施扁平化垂直管理，通过进一步优化管理构架，提升管理水平，制定并执行多种降成本方案，毛利率实现稳

步增长。 

5、报告期内，公司在巩固现有主营业务的基础上，在中尺寸TFT显示屏上进行了布局，并紧抓市场机遇推动产品转型，

加快TFT彩色显示屏类客户的拓展，提升彩色显示屏份额，努力减少亏损，以期2021年能实现更好的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942.08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31.8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153.56万元，

比上年同期有所减少。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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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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通信及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 
130,101,542.91 10,747,615.27 8.26% -32.95% -37.23% 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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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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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在

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

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公司于2020

年8月19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参见《2020年年度报告》“第

十二节 财务报告”之“五、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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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2020年1月1日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2019年12月31日（变更前）金额 2020年1月1日（变更后）金额 

合并报表 公司报表 合并报表 公司报表 

预收账款 589,359.35 589,359.35 252,262.33 252,262.33 

合同负债   309,057.49 309,057.49 

其他流动负债 279,714.43 279,714.43 307,753.96 307,753.96 

对2020年末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新收入准则下金额 

2020年12月31日 

旧收入准则下金额 

合并报表 公司报表 合并报表 公司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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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收账款 245,281.00 245,281.00 1,007,684.04 1,007,684.04 

合同负债 712,630.83 712,630.83   

其他流动负债 362,229.32 362,229.32 312,457.11 312,457.11 

对2020年度利润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2020年度新收入准则下金额 2020年度旧收入准则下金额 

合并报表 公司报表 合并报表 公司报表 

营业收入 139,420,849.38 137,450,210.00 139,420,849.38 137,450,210.00 

营业成本 124,137,935.94 121,934,221.63  123,045,847.37 120,842,133.06 

销售费用 4,327,950.44 4,327,950.44 5,420,039.01 5,420,03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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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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