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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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应对措施，敬请查阅本

报告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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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5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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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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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9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

股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1,793,303,139.99 元，母公司期末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631,579,747.94元。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公司拟以 2019年度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6.8元（含税）。以目前总股本测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

利人民币 544,000,000.00元（含税），占公司 2019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比例为 30.34%。本次利润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该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如在方案通过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

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

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7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及板块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 
传音控股 688036 无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宏 李慧骏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深南大道

9789号德赛科技大厦标识层17层（自

然层15层）1702-1703号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深南大道9789

号德赛科技大厦标识层17层（自然层

15层）1702-1703号 

电话 0755-33979932 0755-33979932 

电子信箱 investor@transsion.com investor@transsion.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1主要业务、主要产品或服务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以手机为核心的智能终端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和品牌运营。

主要产品为 TECNO、itel 和 Infinix 三大品牌手机，包括功能机和智能机。销售区域主要集中

在非洲、南亚、东南亚、中东和南美等全球新兴市场国家。2019 年公司手机出货量 1.37 亿部，

根据 IDC 统计数据，全球市场占有率 8.1%，排名第四；非洲市场占有率 52.5%，排名第一；印度

市场占有率 6.8%，排名第五；孟加拉国市场占有率 15.6%，排名第二。 

基于在新兴市场积累的领先优势，公司积极实施多元化战略布局，在新兴市场开展了数码配件、

家用电器业务以及提供移动互联网产品及服务。 

2.2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原材料的采购主要采用以产定购的采购模式，具体而言，公司根据市场预测或客户订单，

通过 MRP 逻辑运算确定物料总需求量和实际需求量并保证预留一定的安全库存，最后向供应商发

出采购订单。 

（2）生产模式 

公司主要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计划管理部负责统筹物料计划、生产计划和出货计划，

安排自有工厂和外协工厂、ODM 厂商协同完成客户订单任务，满足客户需求的同时注重提升生产



效率和成本控制水平。根据自身销售计划或订单情况、产能利用率、成本管控需求等因素，公司

相应选择生产方式。 

（3）销售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采取以经销商销售为主，以少量运营商销售为辅的销售模式。公司与客户均

签订产品销售协议等，约定产品的质量标准、交货方式和结算方式等。具体销售业务由客户按需

向公司发出采购订单，公司根据各类机型产品的存货数量、排产计划和产品适销性等安排发货。

对于经销商模式，公司主要采取预收款方式进行货款结算；对于运营商销售模式，公司采取预收

款或赊销两种方式进行货款结算。 

（4）盈利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以手机为核心的智能终端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和品牌运营，

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均主要来自于手机产品销售。除手机产品外，公司还为客户提供移动互联网

服务、数码配件、家用电器等其他产品或服务。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功能的软件与手机

硬件融合是手机产品附加值的主要来源。 

 

3 公司所处行业情况 

3.1行业的发展阶段、基本特点、主要技术门槛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的规定，公司所处行业为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代码：C39）。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

公司所处细分行业为通信终端设备制造业（代码：C3922）。 

发展阶段：（1）全球手机市场总体情况：技术升级和功能创新所引发的新产品需求推动手机

行业在 2010年以后实现渗透率的快速提升，但随着行业发展日趋成熟并进入 4G向 5G升级的过渡

期，产品同质化现象开始呈现。同时，手机渗透率的逐步提升使得各手机产业链上的相关厂商更

加重视产品性能更新换代所带来的销量增长，推动产品质量的进一步提升，手机的使用寿命逐步

延长、产品性能日趋完善，在进一步改善用户体验的同时，也变相提升了消费者更换机型的预期。   

（2）新兴市场情况：非洲、南亚、东南亚、中东和南美等新兴市场人口基数超过 30 亿，经济发

展水平较低，手机行业发展相对滞后，人均手机保有量较小，市场空间巨大。同时，随着新兴市

场的日益成熟，智能手机占比将不断提高，存在较大的结构性改善需求。 

行业基本特点：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终端集合了通信技术、集成电路、硬件制造、信息服务、

数据安全等多项高科技领域的核心技术，是各个国家重点角逐的领域，也是我国当前着重培育和



发展的战略新兴产业，受到国家的多项政策支持。近年来随着科技不断发展，新技术、新设计不

断被应用，众多高科技含量的产品设计被推向市场，如全面屏手机、无线充电功能、人工智能、

生物识别功能、5G 通讯、折叠屏等，加快推动手机的产品升级。手机产品通过将互联网、软件算

法和硬件深度融合，利用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完成大量场景化、个性化的数据积累和实时交互，

持续推动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 

主要技术门槛：手机的研发与生产横跨工业设计、芯片技术、自动化技术、人工智能技术、

屏幕显示技术、生物识别技术、计算机算法、硬件驱动等各个领域，涉及的零部件种类繁多，且

产品迭代速度较快，创新技术普及周期较短，不但需要企业掌握多方面的技术工艺，具备深厚的

技术经验积累，拥有强大的技术资源整合能力，还对企业的产品自主开发及技术工艺创新能力提

出了很高的要求。而行业新进入企业难以在短期内形成足够的经验技术积累、较强的技术工艺研

发能力以及生产运营管控能力，技术准入门槛较高。 

3.2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公司定位于科技品牌出海，围绕共建“一带一路”及中非合作国家战略，致力于向海外新兴

市场用户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用户提供优质的智能终端设备，并基于自主研发的智能终

端操作系统和流量入口，为用户提供互联网服务。 

    经过多年的积累，公司已在品牌影响力、用户规模、技术创新、销售网络、供应链管控、售

后服务等领域具备突出的优势。2019年公司手机出货量 1.37 亿部，根据 IDC 统计数据，全球市

场占有率 8.1%，排名第四；非洲市场占有率 52.5%，排名第一；印度市场占有率 6.8%，排名第五；

孟加拉国市场占有率 15.6%，排名第二。 

根据《African Business》2019 年 6 月发布的“最受非洲消费者喜爱的品牌”百强榜，公

司下属三个手机品牌 TECNO、itel 及 Infinix 分别位列第 5、17 及 26 名；在百强榜中，仅有 7

个中国品牌入选，其中 TECNO 连续多年位居入选的中国品牌之首，itel 位居中国品牌第二名。

凭借在非洲市场远高于其他手机厂商的市场占有率和广泛的品牌影响力，在业界被称为“非洲之

王”。报告期内，公司行业地位稳固。 

 

4 报告期内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 

4.1 新技术 

移动通讯技术发展经历了模拟，2G，3G，4G，5G 等几个阶段，目前 4G 技术已经成熟，5G快

速发展。同时，软件人工智能方面，计算机视觉依托移动端 AI加速芯片在算力上的持续提升以及



应用接口的标准化，更多视觉深度学习计算往端侧迁移，带来高性能、低延时的体验以及隐私的

保障，服务于拍照、识物等各类场景，并从 2D图像向 3D视觉、视频处理上发展；在语音语义上，

从语音识别、语义理解、对话管理、应答生成到语音合成，基于深度学习的端到端方案成为行业

主流，庞大的语料积累成为了壁垒，行业更多地从用户场景上深入挖掘价值点，并打造语音生态；

在通用 AI上，大数据结合用户习惯学习、行为预测成为主流，基于用户的偏好更加精确地调度资

源，推荐服务，提升用户使用体验。 

4.2新产业 

（1）智能手机（含 5G 手机）产业：5G 技术的应用及 5G 通信网络的建设，将推动手机用户

的换机潮，5G手机将迅速成为发达国家的主流。（2）智能家居产业：智能手机有望成为智能家居

的神经中枢，手机通过 APP与家电连接，打造真正的智能家居生活。（3）智能手机增值服务产业：

智能手机和 5G技术应用将促进移动在线数字娱乐的快速发展，从而推动智能手机增值服务（比如

音频配件、电源配件、可穿戴设备、智能音箱等硬件，以及音乐、视频内容和云服务等）产业规

模的快速增长。 

4.3新业态 

（1）手机+移动在线消费服务业态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各类在线消费服务（比如在线购物、

订餐、购票等）将进一步从 PC 端转向移动手机端，手机+在线消费服务的移动互联网服务市场规

模将进一步扩大。全球移动支付市场将保持快速增长。（2）手机+在线数字娱乐业态将获得蓬勃发

展：5G网络使高延时问题得到解决，越来越多的用户通过手机端观看电影、电视剧和点播节目。

手机+AR/VR的融合将会让人们舒适自在地沉浸在虚拟与现实交错的互动世界，数字娱乐媒体市场

将蓬勃发展。 

4.4新模式 

（1）移动社交电商模式：移动社交已成为移动互联网最大的流量入口。相比传统电商“搜索

式”的购物模式，社交电商以社交网络为纽带，每个社交节点均可以成为流量入口并产生交易，

呈现出“去中心化”的结构特点。其高效的获客、强大的裂变能力推动着移动社交电商模式的快

速发展。（2）手机短视频营销模式：由于网速越来越快，短视频日渐取代图文成为大众上下班途

中、睡觉前等碎片化时间里消遣的主要娱乐方式。短视频成为了一大批九零后零零后的一种娱乐

方式。短视频成也为更多信息、多种传播的载体，促进着全球移动广告业发展。（3）智能手机厂

商增值服务模式：手机品牌厂商以其硬件销售积累了大量用户资源，手机硬件中搭载的软件操作

系统为用户提供了便捷、高效的互联网流量入口，手机品牌厂商通过提供应用预装、应用/游戏分



发、游戏联运、广告展示、付费素材/主题以及本地化服务聚合等移动互联网增值服务，形成自流

量聚集、分发至流量变现的商业盈利模式。 

 

5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5.1 近 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17,743,753,414.33 10,353,199,317.86 71.38 8,748,163,138.15 

营业收入 25,345,929,613.02 22,645,881,210.40 11.92 20,043,626,349.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793,303,139.99 657,377,996.89 172.80 671,454,222.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552,999,410.60 1,224,374,108.82 26.84 629,079,100.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8,253,990,126.23 3,916,301,749.96 110.76 3,193,886,553.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040,518,882.70 2,073,322,246.46 94.88 1,506,845,098.56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2.42 0.91 165.93 0.9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2.42 0.91 165.93 0.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3.53 18.49 增加15.04个百分点 24.43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 
3.18 3.14 增加0.04个百分点 2.99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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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3,210,795.69 5,600,957,982.28 6,351,140,995.03 8,490,619,840.0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373,432,405.12 444,467,535.70 482,708,938.73 492,694,260.4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254,592,473.37 435,281,814.63 417,529,002.38 445,596,120.22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121,266,815.20 963,315,268.09 1,490,503,674.30 1,707,966,755.51 



额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股本及股东情况 

6.1 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4,85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5,15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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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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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件股份数

量 

包含转融通

借出股份的

限售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

份 

状

态 

数

量 

深圳市传音投

资有限公司 

  408,425,276 51.05 408,425,276 408,425,276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源科（平潭）

股权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源

科（平潭）股

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

合伙） 

  103,694,149 12.96 103,694,149 103,694,149 

无 

0 其他 

深圳市传力股

权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60,705,526 7.59 60,705,526 60,705,526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深圳市传承创

业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32,783,799 4.10 32,783,799 32,783,799 

无 

0 其他 

深圳市传力创

业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32,676,743 4.08 32,676,743 32,676,743 

无 

0 其他 



深圳市传音创

业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32,676,743 4.08 32,676,743 32,676,743 

无 

0 其他 

新政泰达投资

有 限 公 司

(TETRAD VE

NTURES PTE

. LTD) 

  11,771,280 1.47 11,771,280 11,771,280 

无 

0 境 外 法

人 

GAMNAT 

PTE. LTD. 

  9,416,881 1.18 9,416,881 9,416,881 
无 

0 境 外 法

人 

新余睿启和盛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8,721,357 1.09 8,721,357 8,721,357 

无 

0 其他 

香港网易互动

娱乐有限公司 

  7,062,483 0.88 7,062,483 7,062,483 
无 

0 境 外 法

人 

上述股东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新政泰达投资有限公司(TETRAD VENTURES PTE. LTD)和 GAMNAT PTE. LTD.

同受新加坡财政部控制；2、深圳市传音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传力股权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深圳市传承创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传力创业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深圳市传音创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员工持股平台；3、未知

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及

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 

□适用√不适用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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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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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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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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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第四节之一“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所述。 

2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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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中“41、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

估计变更”的内容。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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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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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将深圳小传实业有限公司、上海传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智讯拓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泰衡诺科技有限公司、惠州埃富拓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展传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

展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展扬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深圳传承科技科技有限公司、深圳赛尼克

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深圳传音通讯有限公司、深圳传音制造有限公司、上海小传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传音科技有限公司、惠州传音电子有限公司、重庆传音通讯技术有限公司、TRANSSION 

HOLDINGS LIMITED（香港）、TRANSSION INVESTMENT LIMITED（香港）等 94 家子公司以及原子公

司惠州传音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传嘉科技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情况详见本财务报表

附注八和九之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