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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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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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487,907,504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0.8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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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森科技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436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蒋威

王渝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西路深圳湾科技 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西路深圳湾科技
生态园一区 2 栋 A 座 8 楼
生态园一区 2 栋 A 座 8 楼

电话

0755-26634452

0755-26062342

电子信箱

stock@chinafastprint.com

stock@chinafastpri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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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致力于助力电子科技持续创新，为成为世界领先的硬件方案提供商而不断前行。公司在PCB样板
及多品种小批量板领域建立起强大的快速制造平台；提供先进IC封装基板产品的快速打样、量产制造服务
及IC产业链配套技术服务；并将构建开放式技术服务平台，打造业内资深的技术顾问专家团队，形成电子
硬件设计领域通用核心技术的综合解决方案能力，结合配套的多品种快速贴装服务能力，为客户提供个性
化的一站式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围绕PCB业务、半导体业务两大主线开展。PCB业务聚焦于样板快件及小批量
板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和表面贴装；半导体业务聚焦于IC封装基板及半导体测试板。上述产品广泛
应用于通信设备、工业控制及仪器仪表、医疗电子、轨道交通、计算机应用（PC外设及安防、IC及板卡等）、
半导体等多个行业领域。
公司日常生产以客户订单为基础，采用“以销定产”的经营模式，为客户研发、生产提供定制化的服
务。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其中：
PCB业务采用CAD设计、销售、制造（样板、小批量板）、SMT表面贴装一站式服务的经营模式。
半导体业务包含IC封装基板和半导体测试板业务，IC封装基板采用设计、生产、销售的经营模式，应
用领域广泛，包括手机PA及服务器使用的内存条、SSD硬盘使用的NAND Flash，移动设备中的存储MMC等；
半导体测试板采用提供设计、销售、制造、表面贴装整体解决方案的一站式服务经营模式，产品应用于从
晶圆测试到封装前后测试的各流程中，类型包括接口板、探针卡和老化板。公司的半导体测试板产品主要
为接口板，子公司上海泽丰为客户提供半导体测试综合解决方案，并将美国Harbor公司、公司本部三方各
自的优势有效协同，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
公司根据行业发展及市场需求，积极加大技术创新及市场开发力度。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保持平
稳增长，主要来自半导体测试板、IC封装基板以及SMT业务收入增长；净利润同比增长幅度较大，主要因
为美国Harbor、宜兴硅谷、英国Exception等子公司经营情况进一步改善，实现扭亏为盈；子公司上海泽
丰收入利润均大幅增长，以及公司实施的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成本费用率有所下降，盈利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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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3,803,722,198.74 3,473,258,603.48

2017 年

9.51% 3,282,964,797.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91,916,734.51

214,720,816.25

35.95%

164,748,722.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6,910,559.67

171,837,584.21

49.51%

129,364,175.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513,457,721.00

333,190,502.62

54.10%

402,936,004.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0.14

42.86%

0.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0.14

42.86%

0.11

10.89%

8.66%

2.23%

6.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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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末
资产总额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5,201,013,136.82 4,730,088,601.85

9.96% 4,435,336,473.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2,831,371,264.81 2,543,262,304.13
产

11.33% 2,395,678,435.2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852,099,106.73 913,805,883.57 985,322,210.70 1,052,494,997.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030,554.52 101,928,215.88 91,921,847.93

61,036,116.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32,186,061.07 88,837,128.89 86,880,341.39

49,007,028.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2,413,066.84 233,434,796.03 -6,541,465.85

214,151,32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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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
97,686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
80,924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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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醒亚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19.05%

283,519,604

深圳市投控资本有
限公司－深圳投控
共赢股权投资基金 国有法人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5.00%

74,400,000

0

金宇星

境内自然人

4.84%

72,070,854

0 质押

晋宁

境内自然人

4.50%

66,902,828

0

叶汉斌

境内自然人

4.25%

63,299,596

0

张丽冰

境内自然人

2.89%

42,990,200

0

柳敏

境内自然人

2.68%

39,858,944

严学锋

境内自然人

0.66%

9,824,336

3

212,639,703 质押

质押
0

220,132,994

48,302,700

23,98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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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国泰鑫
其他
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0.61%

9,036,204

0

李明睿

0.47%

7,040,900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
说明
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股东李明睿通过民生证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7,016,500
（如有）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4,4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
量为 7040,9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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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深圳市兴森快捷
电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017 年面
17 兴森 01
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债券代码

112548

到期日

2022 年 07 月 19 日

4

债券余额（万元）

40,000

利率

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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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17 兴森 01"、债券代码：112548）已于 2019 年 7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
月 19 日向债券付息权益登记日 2019 年 7 月 18 日（含）前买入并持有本期债
兑付情况
券的投资者支付 2018 年 7 月 19 日至 2019 年 7 月 18 日期间的利息 5.90 元（含
税）/张。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2019年5月14日，公司收到评级机构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2019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中鹏信
评【2019】跟踪第【31】号01），给予公司主体信用等级AA，评级展望稳定，本次债券的信用评级为AAA。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2018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42.96%

43.94%

-0.98%

EBITDA 全部债务比

50.32%

40.84%

9.48%

6.09

6.01

1.33%

利息保障倍数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年，全球宏观经济持续下行，叠加贸易摩擦等因素影响，PCB行业面临更激烈的竞争环境。随着
国内启动5G投资建设，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行业快速发展，驱动国内PCB行业需求在下半年有所复
苏，全年呈现先抑后扬的发展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各项工作围绕“降本增效、卓越运营”的主题开展，除聚焦PCB、半导体两大战略业
务外，重点开展预算管控和费用控制、绩效管理体系的逐步分解落地、薪酬福利套改完成实施、信息化系
统全面拉通并持续优化、营销体系流程优化、推动“研、产、销”协同、PCB班组能力建设、数字化工厂
建设全面推进等基础工作。另外，在人才发展方面，重点开展了精益六西格玛项目、基础工艺知识培训项
目、内训师项目等。
报告期内，公司运营情况平稳，实现营业收入380,372.22万元，同比增长9.51%；总资产520,101.31
万元，同比增长9.96%；净资产283,137.13万元，同比增长11.33%；营业利润35,554.04万元，同比增长
28.96%；利润总额35,395.48万元，同比增长28.2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9,191.67万元，同比
增长35.95%。销售收入保持平稳增长，主要来自IC封装基板业务、半导体测试板业务以及SMT业务收入的
增长。净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子公司经营情况大幅改善和提升，其中美国Harbor净利润由去年同
期亏损2,936.38万元，到2019年度实现盈利1,754.04万元；宜兴硅谷净利润由去年同期亏损876.69万元，
到2019年度实现盈利2,864.37万元；英国Exception由去年同期亏损473.02万元，到2019年度实现盈利
212.67万元；上海泽丰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加2,254.85万元至4,626.12万元。另一方面实施的降本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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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预算管理的经营策略显现成效，期间费用同比呈现下降趋势，销售费用率下降0.59个百分点、管理费
用率下降0.24个百分点，整体毛利率提升1.12个百分点，净利率提升1.53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 ，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情况如下：
（一）PCB业务增长整体平稳，子公司实现盈利目标
报告期内，公司PCB业务保持平稳增长，实现销售收入292,156.38万元，同比增长4.54%，毛利率31.91%，
同比提升1.07个百分点。子公司宜兴硅谷生产运营保持稳定、交付改善、良率提升，经营业绩显著改善、
实现扭亏为盈，全年实现销售收入41,546.32万元、同比增长6.91%，净利润2,864.37万元；英国Exception
各项成本管控取得成效、达成扭亏为盈的经营目标，实现销售收入7,041.94万元、同比增长18.01%，净利
润212.67万元；Fineline受累于欧洲市场不景气，实现收入销售收入100,998.06万元、同比下滑8.70%，
净利润7,630.10万元。
（二）半导体业务取得较大进展，盈利能力改善
报告期内，半导体业务取得较大幅度增长，实现销售收入80,159.96万元，同比增长39.75%，毛利率
24.12%，同比提升8.37个百分点。其中，IC封装基板业务实现销售收入29,748.26万元,同比增长26.04%，
毛利率17.68%，同比提升7.10个百分点，主要是因为行业景气度较高、订单饱满，工厂层面全年保持较高
产能利用率，良率稳定保持在94%之上。
半导体测试板业务受益于5G相关产业链拉动高端测试产品的需求，保持较快增长，实现营业收入
50,411.70万元，同比增长49.33%，毛利率27.92%，同比提升8.56个百分点。其中，子公司美国Harbor成
本管理成效明显，盈利能力大幅提升，实现销售收入32,945.98万元,同比增长27.36%，实现净利润1,754.04
万元,实现扭亏为盈的经营目标。子公司上海泽丰实现营业收入18,596.91万元，同比增长131.87%，净利
润4,624.12万元、同比增长9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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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CB 样板、小
2,921,563,828.56 1,988,665,043.16 31.93%
批量板
半导体测试
板

504,116,994.48

363,379,956.25 27.92%

6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毛利率比上年
年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4.54%

2.92%

1.07%

49.33%

33.47%

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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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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9,191.67万元，同比增长35.95%，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子公司经
营情况大幅改善和提升，其中美国Harbor净利润由去年同期亏损2,936.38万元，到2019年度实现盈利
1,754.04万元；宜兴硅谷净利润由去年同期亏损876.69万元，到2019年度实现盈利2,864.37万元；英国
Exception由去年同期亏损473.02万元，到2019年度实现盈利212.67万元；上海泽丰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
加2,254.85万元至4,626.12万元。另一方面实施的降本增效，加强预算管理的经营策略显现成效，期间费
用同比呈现下降趋势，销售费用率下降0.59个百分点、管理费用率下降0.24个百分点，整体毛利率提升1.12
个百分点，净利率提升1.53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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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5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具体情况如下
财政部于2019年9月27日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
16号，以下简称“修订通知”），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按照
会计准则和《修订通知》的要求编制2019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
根据《修订通知》的要求，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项目的列示，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
相应调整：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和“应收款项
融资”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新增“使用权资产”、“租赁负债”、“专项储备”项目。
（2）合并利润表
将合并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将合并利润表“减：信用减值损失”调整为“加：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合并利润表中“投资效益”项目下增加“其中：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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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利润表删除“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项目。
（3）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增加“专项储备”项目。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因此不会对公司已披露的财务报表产生影
响。
二、公司于2019年8月12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情况如下：
2019年4月30日，国家财政部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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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修订通知》”），针对2018年1月1日起分段实施的新金融工具准则、新收入
准则和新租赁准则，以及企业会计准则实施中的有关情况，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根据《修订通知》的要求，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项目的列示，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相
应调整：
1、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表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二个项目；
资产负债表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二个项目。
资产负债表新增“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等。
2、利润表
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将利润表“减：信用减值损失”调整为“加：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研发费用”项目，补充了计入管理费用的自行开发无形资产的摊销。
利润表新增“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项目，反映企业因转让等情形导致终止确认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而产生的利得或损失。该项目应根据“投资收益”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的发生
额分析填列；如为损失，以“-”号填列。
3、现金流量表
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
关，均在“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4、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的填列口径，“其他权益工具持有
者投入资本”项目，反映企业发行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的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额。
该项目根据金融工具类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项目填列口径产生影响，不存在追溯调整事项，对公
司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均无实质性影响。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属于国家法律、
法规的要求，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公司于2019年3月18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情况如下：
（一）、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会计政策
财政部在2018年6月15日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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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根据上述文件的要求，公司需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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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按照该文件规定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编制
公司的财务报表。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会计政策变已依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规定于2018年10月22日开始执行
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根据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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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公
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的列报，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相应进行调整：
1、资产负债表主要是归并原有项目：
（1）“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归并至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2）“应收利息”及“应收股利”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项目；
（3）“固定资产清理”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项目；
（4）“工程物资”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项目；
（5）“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归并至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6）“应付利息”及“应付股利”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项目；
（7）“专项应付款”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项目；
2、利润表主要是分拆项目，并对部分项目的先后顺序进行调整，同时简化部分项目的表
（1）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原计入“管理费用”项目的研发费用单独列示为“研发费用”项目；
（2）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列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3）新增“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将原在“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中的非流动资产处置利
得和损失列报于“资产处置收益”，非流动资产毁损报废损失仍在营业外支出科目列示；
（4）、新增“其他收益”项目，用以反映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
（5）、“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简化为“权益法
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除上述项目变动影响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任何影响。
（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会计政策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订）》
（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
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
融工具准则”）。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公司需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关于新金融工具、收入准则执行时间的通知》，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
《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主要变更内容如下：
（1）、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
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的金融资产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
(2)、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修改为“预期损失法”，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来
预期信用损失情况，从而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3)、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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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4)、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5)、套期会计准则更加强调套期会计与企业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机结合，更好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
活动。
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企业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因此，公司将于2019 年初变更会计政策，自2019
年第一季度起按新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不重述2018年可比数，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2018
年度相关财务指标。
（三）、记账本位币的会计政策
子公司兴森快捷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森香港”）2005年成立至今均采用港币作为记账本位币。
兴森香港是公司海外贸易平台，考虑到公司海外业务的发展情况，主要资产及负债均以美元计价，为了更
加客观的反映兴森香港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经公司慎重考虑并结合未来发展规划及当前经济环境情
况，决定于2019年4月1日起将记账本位币由港币变更为美元，本次记账本位币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
计处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因此次变更记账本位币对于以前年度列报净利润的累积影响的追溯
不切实可行，故本次记账本位币的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从2019年4月1日起开始执行，并采用变更当日
的即期汇率将所有项目折算为变更后的记账本位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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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Fineline 新购买Fuchsberger PCB & Electronics GmbH、Spirit
circuits Ltd，子公司上海泽丰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新设立上海泽荃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并纳入合并范
围。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邱醒亚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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