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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10                               证券简称：正业科技                           公告编号：2021-030 

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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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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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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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变更为永拓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聘请的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0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具体详见永拓事

务所出具的《2020 年度审计报告》（永证审字（2021）第 11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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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公司财务状况以及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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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845,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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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市松山湖园区南园路 6 号 东莞市松山湖园区南园路 6 号 

传真 0769-88774271 0769-88774271 

电话 0769-88774270 0769-88774270 

电子信箱 ir@zhengyee.com ir@zhengye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正业科技是工业检测智能装备提供商，以“光学检测和自动化控制技术”为核心，向PCB、锂电、平板显示等行业制造

厂商提供工业检测智能装备，在电子信息产业领域被市场广泛认可。工业检测设备是保证工业品安全的重要设备，公司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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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检测智能装备具备缺陷自动判别功能，可以在线自动判别产品的内部缺陷，提高产品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让生产厂商有效

管控品质，同时提升生产效率，节约制造成本。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不存在重大变化。公司将继续聚焦“工业检测”领域，坚持“光学检测和自动化控制技术”为

核心，深耕“PCB、锂电、平板显示”等业务领域，并通过横向和纵向发展，拓展新的市场领域，充分挖掘市场的工业检测

及自动化需求，谋求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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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7,272,061.32 1,045,970,416.22 14.47% 1,428,985,615.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3,096,026.45 -924,566,419.10 66.14% 16,920,321.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6,617,197.82 -943,560,933.40 66.44% -77,884,383.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658,185.88 -68,619,541.91 159.25% 216,787,946.4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3 -2.42 65.82% 0.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3 -2.42 65.82% 0.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15% -62.88% 22.73% 0.84%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2,200,141,210.06 2,425,111,956.24 -9.28% 3,207,897,178.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16,034,757.07 939,300,119.20 -34.42% 2,028,675,48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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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506,376.75 365,505,011.13 309,124,041.15 232,136,632.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972,556.05 27,779,656.06 -5,556,821.24 -357,291,417.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831,039.00 25,381,725.75 -7,372,019.12 -351,457,943.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878,318.57 -32,206,408.93 -19,111,118.41 99,854,03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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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30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26,674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0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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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优先股股东

总数 

月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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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4% 160,519,974 0 

质押 159,277,917 

冻结 159,277,917 

黄春芳 境内自然人 0.53% 1,980,000 0   

郭建惠 境内自然人 0.44% 1,651,500 0   

赵宇 境内自然人 0.40% 1,480,000 0   

詹荣波 境内自然人 0.36% 1,348,200 0   

李资澎 境内自然人 0.30% 1,119,200 0   

蔡伟灵 境内自然人 0.27% 998,500 0   

彭丽君 境内自然人 0.24% 894,200 0   

吴希灼 境内自然人 0.21% 800,400 0   

甘德花 境内自然人 0.21% 783,6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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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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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度，公司逆行而上、共克时艰，稳步提升经营发展质量，实现营业收入119,727.21万元，同比增长14.47%；PCB

检测自动化业务、平板显示模组自动化业务稳健发展；锂电检测自动化业务表现突出，实现营业收入24,697.67万元，同比增

长59.68%。 

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对商誉、应收款项、存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

资产等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计3.04亿元，导致公司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1,309.6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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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993,459.88 84,557,783.74 25.86% -7.09% -8.10% -0.28% 

PCB 检测自动化 249,135,662.84 90,727,142.53 36.42% 54.20% 60.36% 1.40% 

锂电检测自动化 246,976,699.00 70,123,287.18 28.39% 59.68% 40.20% -3.94% 

高端新材料 224,153,541.50 67,934,702.11 30.31% 3.96% 5.82% 0.53% 

智能制造集成 144,951,532.70 33,578,665.76 23.17% -9.06% 19.18% 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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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公司逆行而上、共克时艰，稳步提升经营发展质量，实现营业收入 119,727.21 万元，同比增长 14.47%；PCB

检测自动化业务、平板显示模组自动化业务稳健发展；锂电检测自动化业务表现突出，实现营业收入 24,697.67 万元，同比

增长 59.68%。 

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对商誉、应收款项、存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

资产等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计 3.04 亿元，导致公司 2020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31,309.60 万元。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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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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

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

他相关项目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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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设子公司，说明见本附注第十二节、八、5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地华 

2021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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