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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41                           证券简称：歌尔声学                           公告编号：2012-007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投资者

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对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

异议。 

1.3 公司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本次审议年度报告的董事会。 

1.4 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负责人姜滨、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段会禄声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

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歌尔声学 

股票代码 002241 

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2.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海忠 王家好 

联系地址 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方路 268 号 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方路 268 号 

电话 0536-8525688 0536-8525688 

传真 0536-8525669 0536-8525669 

电子信箱 ir@goertek.com ir@goertek.com 

§3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3.1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2011 年 201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09 年 

营业总收入（元） 4,077,000,282.02 2,644,667,519.52 54.16% 1,126,850,22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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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利润（元） 634,627,060.96 342,632,178.21 85.22% 112,442,938.27 

利润总额（元） 665,807,971.11 360,112,408.86 84.89% 124,329,377.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元） 
528,017,960.16 276,452,510.48 91.00% 99,876,278.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501,549,313.02 258,356,329.85 94.13% 86,146,923.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 
557,393,877.38 321,385,206.74 73.43% 67,926,930.45 

 2011 年末 201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2009 年末 

资产总额（元） 5,568,397,057.82 3,283,306,891.78 69.60% 1,810,414,567.33 

负债总额（元） 3,395,286,004.95 1,573,664,026.98 115.76% 873,531,425.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元） 
2,086,039,405.28 1,634,513,666.85 27.62% 875,381,611.38 

总股本（股） 751,582,550.00 375,791,275.00 100.00% 240,000,000.00 

3.2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2011 年 201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09 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0 0.38 84.21% 0.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0 0.38 84.21% 0.1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

每股收益（元/股） 
0.67 0.35 91.43% 0.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37% 24.64% 3.73% 11.8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95% 23.21% 3.74% 11.69%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股） 
0.74 0.86 -13.95% 0.28 

 2011 年末 201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2009 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股） 
2.78 4.35 -36.09% 3.65 

资产负债率（％） 60.97% 47.93% 13.04% 48.25% 

3.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2011 年金额 附注（如适用） 2010 年金额 2009 年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62,558.29  -89,523.88 -11,891.5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30,542,600.00  17,203,800.00 11,786,000.0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0.00  3,340,992.12 1,158,848.4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00,868.44  365,954.53 112,33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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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41,093.79  -75,268.10 -497,404.57 

所得税影响额 -4,671,169.22  -2,649,774.04 1,181,470.87 

合计 26,468,647.14 - 18,096,180.63 13,729,354.05 

§4 股东持股情况和控制框图 

4.1 前 10 名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2011 年末股东总数  13,093 
本年度报告公布日前一个月末股东总

数  
13,431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潍坊歌尔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33% 243,000,000  98,000,000 

姜滨 境内自然人 24.43% 183,600,000 137,700,000 4,400,000 

姜龙 境内自然人 5.80% 43,620,000 32,715,000 3,300,000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富均衡增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5% 10,907,76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嘉实优质企业股票

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3% 10,000,000   

中国银行－大成财富管理 2020 生命周

期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3% 9,999,759   

中国银行－嘉实成长收益型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6% 8,735,387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

人分红-005L-FH002 深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3% 8,499,952   

中国建设银行－华商盛世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2% 7,638,840   

中国建设银行－泰达宏利效率优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9% 7,462,016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潍坊歌尔集团有限公司 24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姜滨 45,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富均衡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0,907,764 人民币普通股 

姜龙 10,905,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嘉实优质企业股票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1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大成财富管理 2020 生命周期证券投资基金 9,999,759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嘉实成长收益型证券投资基金 8,735,387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005L-FH002 深 8,499,952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华商盛世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7,638,84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泰达宏利效率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462,016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姜滨、姜龙为兄弟关系；潍坊歌尔集团有限公司为姜滨、姜龙控制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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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5 董事会报告 

5.1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概要 

一、公司经营情况回顾 

    2011 年度，受欧债危机影响，全球经济复苏放缓，但是，以智能手机、智能平板电脑、智能电视、3D 显示为核心的多种

新技术推动消费电子新产品增长迅速。根据 IDC、Gartner、DisplaySearch 等研究机构预测，2011 年智能手机的全球销售量将

达到 4.792 亿部，同比增长 58%；平板电脑的全球销售量将达到 6,360 万台，同比增长 261.4%；3D 电视全球销售量 2,300 万

台，同比增长 450%，带动新一轮消费电子产品及其配件需求的高速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坚持积极推进大客户战略，不断增

强新技术、新产品开发能力，加大产能建设，不断加强承接大客户国际产能转移带来的订单能力，竞争实力进一步加强。 

1、公司总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07,700.03 万元，同比增长 54.16%，募投项目逐步达产产能扩大，研发投入加大新产品销

售增长迅速，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增长 85.22%、84.89%和 91.00%。2011 年度，在

电声器件产品领域竞争实力不断增强的同时，公司包括 3D 电子眼镜在内的电子配件产品获得持续增长。 

报告期内，因经营规模迅速扩大，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长 73.43%。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股本从 37,579.1275 万股增加到 75,158.255 万股。报告期内，公司经营

规模扩大，营运资金需求增加，负债总额增长 115.76%，资产负债率较 2010 年末提高 13.04%；公司总资产增长 69.60%。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28.37%和 26.95%，较 2010年度提高 3.73%和 3.74%，

保持了较强的获利能力。 

2、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电声器件产品收入稳定增加，同比增长 42.67%；同时，消费电子行业新技术、新产品不断涌现，促进了

公司电子配件产品的销售。报告期内，电子配件业务收入 11.09 亿元，同比增长 99.70%，带动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增长，2011

年度，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40.00 亿元，同比增长 54.93%。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的客户依然是手机、笔记本电脑（含智能平板电脑）、电视类等消费电子领域的国际大客户，公司主

营产品仍以出口销售为主，外销收入比例为 78.33%，比重较 2010 年度降低 6.17%。 

二、公司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的经营情况及业绩分析 

    北京歌尔泰克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100 万元，主营业务为研发电子通讯产品。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1,685.16 万元，净资产-428.23 万元，2011 年度净利润 2.67 万元。 

    深圳市歌尔泰克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50 万元，主营业务为电子产品设计。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51.43 万元，净资产-271.38 万元，2011 年度净利润-234.09 万元。 

    潍坊歌尔电子有限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 5,920 万美元，主营业务为研发生产销售电子通讯产品。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173,792.08 万元，净资产 68,552.52 万元，2011 年度净利润 24,514.86 万元，同比增长 125.38%。 

    潍坊歌尔 2011 年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27.77%，受毛利率提高影响，营业利润、净利润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增幅较大。 

    青岛歌尔声学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500 万元，主营业务为声学与多媒体产品开发销售。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2,899.34 万元，净资产-84.90 万元，2011 年度净利润-34.99 万元。 

    歌尔电子（美国）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50 万美元，主营业务为研发、贸易。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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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总资产 98.66 万元，净资产 91.14 万元，2011 年度净利润-1,384.41 万元。歌尔电子（美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亏损加大，

是由于市场开发力度加大，人员费用、推广费用增加。 

    歌尔科技（香港）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1 万港币，主营业务为研发、贸易。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歌尔科技（香港）有限公司的议案》。截至 2012 年 1 月 17 日，注销手续已经办理完毕。 

    歌尔韩国株式会社，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30 万美元，主营业务为产品研发、进出口贸易。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103.50 万元，净资产 55.74 万元，2011 年度净利润-381.96 万元。 

    潍坊歌尔光电有限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 150 万美元，主营业务为 LED 显示屏、LED 路灯等产品生产、销售。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4,023.01 万元，净资产 1,455.63 万元，2011 年度净利润 145.94 万元。 

    歌尔电子（芬兰）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20 万美元，主营业务为手机电子产品的研发及技术服务、进出

口贸易。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55.01 万元，净资产 45.82 万元，2011 年度净利润-582.41 万元。 

    潍坊歌尔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主营业务为声学与多媒体产品生产销售。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17,171.13 万元，净资产 8,089.03 万元，2011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 22,736.11 万元，营业利润 4,042.34

万元，净利润 3,057.96 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 5,000 万元设立了潍坊歌尔贸易有限公司。潍坊歌尔贸易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销售声学产品。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5,025.37 万元，净资产 5,000.65 万元，2011 年度净利润 0.65 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 100 万美元设立了歌尔泰克（台湾）有限公司。歌尔泰克（台湾）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 LED 产品、

电声产品的研发及相关技术工程服务、进出口贸易。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305.42 万元，净资产 80.64 万元，

2011 年度净利润-522.89 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 50 万美元设立了歌尔科技（日本）有限公司。歌尔科技（日本）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电子产品研发、

技术工程服务及相关贸易。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114.20 万元，净资产 114.20 万元，2011 年度净利润 0 万元。 

三、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2012 年，全球消费电子在欧债危机影响下依然保持稳定增长，预计销售额达到 9,650 亿美元。其中，以智能手机、智能

平板电脑、智能电视、3D 显示为核心的多种新技术带动了新一轮消费电子产品及其配件需求的高速增长。公司已全面进入智

能手机、智能平板电脑、智能电视等新型消费电子产品供应链，主要客户均为行业内国际领导厂商，公司在 2012 年面临着广

阔的成长空间。 

    2012 年，公司立足于电声领域业务，在做强做大微型电声器件和消费类电声产品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至数字多媒体领

域，为客户提供卓越的声（Audio）、视（Video）产品与服务。公司坚持自主创新，加强在电声、微机电系统（MEMS）、短

距离无线通信、音频数字信号处理（DSP）、主动式 3D、体感智能交互以及 LED 封装与应用等领域的技术领先地位；积极借

助中国 A 股市场，构建全球竞争力，实现产业市场和资本市场良性互动，速度与规模并重；同时，公司将积极开展与国内外

一流的科研院所和创新型高科技公司的合作，快速整合行业内外的相关技术。公司将以市场和客户需求为导向，在强化品质

管理、成本管理以及价值链垂直整合等方面能力的基础上，构建基于应变能力领先的核心竞争力；用一流人才，造一流产品，

服务一流客户，成为世界一流的电子产品制造商与服务商。为了实现上述经营目标，公司主要措施为： 

    1、技术创新。技术创新能力是公司实现快速增长的关键和核心优势。公司将继续加强在电声领域内的应用技术研究，并

以数字多媒体产品开发平台为中心逐步加大智能电视、家用电子游戏机和光电领域的相关技术开发与创新，持续提高公司的

技术和产品开发能力。 

    2、新产品开发。在微型电声器件产品方面，公司将在现有的产品平台基础上进一步加快微型数字麦克风、MEMS 麦克风、

微型扬声器/受话器、扬声器模组等产品的升级换代，巩固市场领先地位；同时，根据市场发展的新潮流，积极探索电声器件

产品的集成化、阵列化、模组化技术，加大开发具有高附加值的微型电声器件及模组产品。在消费类电声产品方面，公司将

专注于蓝牙、WIFI 和高信噪比无线音频传输技术的研究。在产品方面继续做强做大蓝牙系列产品，WIFI 技术在无线音频应

用和低成本产品的开发。扩大高端无线音频传输技术产品的研发和产品系列化。在 LED 产品方面，公司将主要立足于 LED

封装及应用技术领域，重点研发低热阻、优异光学特性、高可靠性的封装技术及相关应用产品。 

    3、自动化能力提升。公司在微型电声元器件自动化生产线方面积累的设计和制造经验，将有助于提升公司的生产设备自

动化程度，通过自主研发制造自动化生产线，成功实现了产品制造技术的升级换代，大幅提高了产品的成品率、一致性和人

均产值效率。未来两年内，公司将进一步提升微型电声元器件尤其是微型扬声器的自动化生产水平；与此同时，公司也将提

升数字音频产品、LED 封装及应用产品在模具、涂胶、冲压等生产环节的自动化程度。 

    4、市场开拓。公司将通过创新性的研发能力、高效率的运营能力和优秀的品质控制能力，深耕行业高端客户，不断增加

供应国际大客户的产品种类，为行业高端客户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同时，在加速提升微型电声器件类产品在手机行业市场

占有率的基础上，推动电声器件的数字化产品、模组类产品以及数字音频产品等在智能平板电脑、家庭娱乐平台、商用会议

系统等产品领域的应用，积极布局家用电子游戏机配件、智能电视配件等新兴消费电子领域，抢占新兴高端市场机会。公司

已在日本、台湾等地设立海外市场分支机构，并且加强美国、芬兰、韩国等现有海外分支机构的建设，以整合全球人才与技

术，及时把握国内外消费类电子市场动态。 

    5、人才引进与培养。人才是保证公司各项业务持续发展的基础。公司计划在未来的 3 年内引进 100 名左右核心专业人才，

有效提升公司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公司将持续注重人才的自主培养，不断拓展全方位、多层次的学习渠道，培养理论和

实践相结合的员工队伍。公司将继续与国内外知名高校如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开展多项培训合作项目，合作培养工程硕士，

为高级技术、管理人员提供国内知名高等院校 MBA、EPD 课程进修机会。公司在注重企业发展的同时，注重员工个人的成长，

通过在岗培训、学历教育等多种培训形式的结合，快速提升员工职业技能，实现员工价值与企业价值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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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管理提升。公司将进一步升级企业信息管理系统，不断优化 ERP、PDM、OA 的功能与结构，积极引进产品生命周期

管理 PLM、供应商管理 SRM、人力资源管理 eHR 等信息系统，协同办公，共享资源，以缩短产品开发周期和上市时间，提

高定单的反应速度，提高企业竞争力；广泛开展 IE 等效率提升活动，对人、材料、设备所集成的系统进行设计、改善和实施，

从而综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保证产品质量，使生产系统能够处于最佳运行状态而获得最高的整体效益；加

强财务管理，引入全面预算管理系统，建立统一的计划和预算管理信息平台，以提升预算管理的效率和水平，为管理决策提

供及时的信息支持，更好适应大客户战略的落实；完善员工激励体系，建立健全有效的利润创造与分享机制，向员工有效传

递公司的成长压力，并使员工分享公司成长的成果。 

四、资金需求及使用计划 

    随着消费类电子行业国际产能向中国大陆进一步转移，公司赢得了较好的历史发展机遇，为了及时满足国际大客户的订

单需求，公司在改善生产效率的同时，还需进一步扩大产能。经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拟申请非公开发

行股票，计划募集资金 238,096 万元。公司已于 2012 年 1 月 30 日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文号为“证监许可[2012]108

号”《关于核准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文件，公司将在文件有效期内择期发行。 

5.2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万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

减（%） 

电子元器件制造 399,973.92 285,972.72 28.50% 54.93% 48.21% 3.24%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

减（%） 

电声器件 289,089.04 203,076.47 29.75% 42.67% 38.05% 2.35% 

电子配件 110,884.88 82,896.25 25.24% 99.70% 80.83% 7.80% 

5.3 报告期内利润构成、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 财务报告 

6.1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2 重大会计差错的内容、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6.3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1 年，公司出资设立了歌尔贸易、台湾歌尔、日本歌尔，同上期相比，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增加了上述三家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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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5 对 2012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2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

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净利润同比上升 50％以上 

2012 年 1-3 月净利润同比变

动幅度的预计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90.00% ～～ 110.00% 

2011 年 1-3 月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9,081,885.60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大客户战略的积极推动，新技术、新产品开发能力不断增强和募投项目达产，使得公司进一步

赢得订单机会；预计公司一季度订单同比快速增长。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姜滨 

二○一二年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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