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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经营业绩亮点

战略投资
稳健经营

如剔除神州租车亏损和同期拉

卡拉上市一次性收益，战略投

资归母净利润同比基本持平。

其中主要子公司联想集团、联

泓新科疫情下逆势增长，金融

板块顶住疫情冲击，表现稳健

财务投资
业绩亮眼

2020年财务投资板块实现归

母净利润人民币 24.39 亿元，

同比增长 169 %，共推动超

15 家被投企业登陆资本市场，

另有多家企业成功过会

资金回流
80 亿 +

截至2021年第1季度，战略投

资通过退出非核心业务实现超

过人民币 40 亿元的现金回流；

三只基金2020年累计实现超

过人民币 40 亿元的现金回流

收入
同比增长 7%

2020年收入人民币 4,175.67

亿元

归母净利润
同比增长 7%

2020年归母净利润人民币

38.68 亿元

下半年业绩
同比增长 243%

2020年下半年归母净利润为

人民币 32.31 亿元

注：归母净利润代表归属于本公司权益持有人净利润



2020年收入及归母净利润均同比增长7%

收入 - 战略投资 + 7%

收入 -财务投资 + 17%

归母净利润 - 战略投资 - 30% 

388,574

归母净利润 -财务投资 + 169%

416,765

4,095

704821

20192020

收入：417,567

归母净利润：3,868

收入：389,218

归母净利润：3,607
VS

2,847

2,439 906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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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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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IT 金融服务 创新消费

与服务

农业与食品 先进制造

与专业服务

财务投资 未分摊

及抵销

2020

3,607
+ 485 - 202

- 1,223

- 598
+ 290

+ 1,533 - 24 3,868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2020年度与2019年度的业绩对比

2020年度归属于本公司权益持有人净利润变动构成

4注：归母净利润代表归属于本公司权益持有人净利润



战略投资—克服疫情影响化危为机（1/2）

业务板块 疫情影响 具体举措 运营表现

• 疫情初期，重要生产基地之一

武汉工厂无法保障正常生产

• 疫情对全国多个工厂供应链的

稳定带来多重压力

• 成立疫情应急指挥小组，在保障员工安全健

康的同时，动态调整复工复产计划

• 主动协调内外部资源，实现全球供应链上下

游的无缝对接，其中合肥联宝工厂快速预判，

及时锁定物料供应，保障零部件供应充足

IT 板块收入同比增长8%，归母净利润

同比增长30%

• 国内工厂4月已全部实现复工满产

• 牢牢占据全球PC市场份额第一

• 软件和服务业务高速增长

IT板块

如果剔除2020年神州租车的
大幅亏损和同期拉卡拉上市
带来的一次性收益影响，战
略投资板块经营性的归属于
本公司权益持有人净利润同
比基本持平

报告期内，受新冠疫情影响，各项业务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但联想控股快速响应，积极主

动调整经营策略，排查风险，利用多种手段确保企业的经营安全，最大限度抵减疫情对业绩产

生的不利影响，其中IT和先进制造与专业服务板块企业成功化危为机，逆势取得业绩增长

• IT设备需求因社交活动居家

化的趋势呈爆发式增长

挑
战

机
遇

先进制造与
专业服务

• 联泓新科：积极克服疫情困难，多措并举保

障原料采购，确保生产稳定，并开拓多条渠

道保产促销

• 联泓新科：受疫情影响，公

司面临生产、销售、物流、

原料采购等压力

收入同比增长5%，归母净利润同比增

长61%

• 联泓新科经营指标持续优化，生产

装置安全、稳定、满负荷运行，产

品尽产尽销，利润创历史新高

• 东航物流业绩创历史新高

• 依托全球化布局和中国工厂及时的复产复工，

迅速调配全球产能，全力满足市场需求

挑
战

机
遇

• 东航物流：迅速调动航点资源，充分利用全

货机及 “客改货”运力实现各类物资的全球

通达

• 东航物流：受疫情影响，全

球客机减班停航致腹舱运力

下降，导致运价上涨

5注：归母净利润代表归属于本公司权益持有人净利润



战略投资—克服疫情影响化危为机（2/2）

如果剔除2020年神州租车的
大幅亏损和同期拉卡拉上市
带来的一次性收益影响，战
略投资板块经营性的归属于
本公司权益持有人净利润同
比基本持平

报告期内，受新冠疫情影响，各项业务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但联想控股快速响应，积极

主动调整经营策略，排查风险，利用多种手段确保企业的经营安全，最大限度抵减疫情对业

绩产生的不利影响

• 正奇金融：完善风控体系，继续践行 “投贷

联动”模式

• 君创租赁：加强风险核查和租后管理、严控

新项目审核

• 拉卡拉：推进业务的SaaS化和数字化转型，

加大产品创新和市场拓展力度

• BIL：提供多元化融资方案

金融板块
企业

• 疫情给中小企业的经营带来了较大

冲击，加大了金融板块业务的经营

压力

• 全球经济下行，资本市场波动加剧，

利率和汇率市场呈震荡式变化

归母净利润同比下降人民币2.02亿元，如

剔除同期拉卡拉上市的一次性收益人民币

2.65亿元的影响，归母净利润同比呈小幅

增长

• 正奇金融：5家被投企业成功上市

• 君创租赁：资产质量控制较好

• 拉卡拉：支付交易规模同比增长34%

• BIL：管理资产规模提升，核心资本充

足率提升

• 拓展多元化销售渠道，加大推广力度提升产

品知名度，积极推进增值产品研发

• 降本增效

农业与食品
• 水果和海产品受疫情影响，需求下

降、产品价格下跌

归母净利润同比下降人民币5.98亿元，

主要因疫情对业务带来的不利影响

• 幼儿教育、交通出行、口腔医疗等

行业的正常经营受疫情冲击较大

• 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做好疫情防护，确保员工

与消费者的生命安全和健康

• 推动开发新产品、新服务，维护客户关系，

开拓新的服务场景，减轻疫情对业务的冲击

归母净利润同比下降人民币12.23亿元，

主要因为神州租车贡献约人民币10亿元

亏损

创新消费与
服务

业务板块 疫情影响 具体举措 运营表现

6注：归母净利润代表归属于本公司权益持有人净利润



财务投资贡献大幅提升，多家被投企业陆续上市

实现归属于本公司权益持有人净利润人民币

24.39亿元，同比增长169%

三只基金2020年累计实现了超人民币40亿元的现
金回流

报告期内，财务投资共推动超15家被投企业登陆
资本市场，另有多家企业成功过会

联想之星

• 第四期人民币基金已完成最终交

割，第四期美元基金已完成第二

轮交割

• 投资境内外项目超过20个

• 14个项目实现退出

• 报告期内，燃石医学和开拓药业

已分别于美国纳斯达克和香港联

交所挂牌上市

君联资本

• 募集基金总额人民币45.24亿元

• 完成51个新项目投资

• 全部或部分退出项目44个

• 报告期内，包括Wish、UCloud

优刻得和国盾量子在内的11家在

投企业登陆资本市场

• 截至2021年3月，包括诺辉健康

在内的4 家在投企业陆续上市

弘毅投资

• 不动产第三期基金完成两轮募集，

募集规模达到人民币17.8亿元

• 弘毅创投第一期基金完成了最终

交割，募集规模达到1.3亿美元

• 新投项目及原有项目追加投资均

有序推进，项目退出方面也较为

活跃

• 报告期内，天境生物、先声药业、

逸仙电商完成IPO上市

表
现
优
异

7

逆势完成多支基金的募集，项目退出方
面较为活跃，为联想控股贡献了持续稳
定的现金回流

1

积极把握住国内资本市场政策调整的红
利，大力推动多家被投企业上市2

具
体
举
措



积极推动核心业务登陆资本市场

• 技术起源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为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规模化发展提供了示范意义

• 联泓新科为联想控股从零开始成功培育起的又一家高科技企业，证明了联想控股利用自身优势打造支柱

业务的能力：2010年开始培育 ，2017年帮助联泓新科引入国科控股作为战略投资者，2020年联泓新科

成功上市

• 为联想控股带来了超过百亿的价值提升

8

2020/12/8  在深交所挂牌

• 2021年3月11日，东航物流成功通过发审会，将在不久之后登陆A股资本市场

• 东航物流是央企中首批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试点企业，也是国家民航领域混改试点的首家落地企业

• 东航物流作为国内航空货运龙头企业，出色的保障了全球防疫物资的调配，全力打通疫情防控狙击战第一

线的“空中生命通道”

2021/3/11 通过证监会发行审核



战略聚焦核心业务，加速业务调整和资源回流

报告期内，联想控股进一步聚焦公司的

核心业务，通过退出部分非核心业务加

速资源回流，为未来发展和布局奠定良

好的资金基础

9

投资时间：2008年

完成出售时间：2020年

业务类型：信托业务

投资时间：2010年

完成出售时间：2021年

业务类型：交通出行

投资时间：2016年

完成出售时间：2021年

业务类型：英国养老保险公司

截至2021年第一季度，联想控股相继

完成了苏州信托、神州租车和PIC的退

出，合计贡献超人民币40亿元现金回流



财务

投资

切入支撑社会经济发
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
国家级战略性行业

战略入股后长期
持有富瀚微

君联为富瀚微最早且

唯一的机构投资人

实现共赢发展

看好富瀚微创始团队及公司

在视频芯片设计开发领域的

未来发展空间

业务培育

业务联动

资金支持

协同效应

战略入股富瀚微，双轮驱动又一案例

财务

投资

战略

投资

10

双轮驱动过往成果

• “战略投资+财务投资”双轮

驱动一直是联想控股特有的业

务模式，此前通过双轮驱动的

业务模式发掘了包括拉卡拉、

神州租车、东航物流等行业领

军企业，并获得了丰厚的投资

回报

共创未来

• 未来我们将充分利用自身丰富

的产业资源和优势，与富瀚微

管理团队一起在半导体产业深

入合作，推动富瀚微的长期发

展

双轮驱动再下一城

• 富瀚微是一家专注于以视频为

核心的专业安防、智能硬件、

汽车电子领域芯片设计开发的

领先企业

• 通过双轮驱动战略入股富瀚微，

联想控股成功将君联基金投资

项目转变为我们在科技领域的

战略性投资项目，打造了布局

高科技领域的新范式

资源共享

未来将积极探索在科技、
医疗等领域的布局



已上市及待上市企业名单

已
上
市

待
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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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扣公司战略目标，战略投资的行业配置要顺应国家政策方向、行业监管及商业趋势，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

► 逐步退出非核心业务，回报变现，加速现金回流，资源向优质公司集中

► 通过对旗下基金的持续投入实现可预期的利润增长，提升资产回报水平

► 推动战略投资成员企业和科技的结合，助推长远价值增长，同时围绕主要的成员企业，在信息科技、新材料等领域进行新的投入

► 财务投资要对科技型基金持续配置

► 充分发挥双轮驱动的独特优势、依托股东中国科学院和国科控股的优势资源，布局科技、医疗等赛道

联想集团、君联资本、联想之星、联泓新科等成功经验是联想控股的宝贵财富，使得我们有信心未来在科技、医疗领域做新的布局

► 支柱资产对战略目标起核心支撑作用，联想控股将致力于持续提升支柱资产的行业地位和竞争力，为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保驾护航

► 以长期心态和价值创造为出发点，规划各项资产在联想控股中的定位，开展有针对性的投管工作

► 推动条件成熟的企业陆续上市

例如，联想集团的业务领域还有广阔的提升空间；联泓新科未来需要进一步向新材料领域发展；BIL需要积极拓展中国业务；佳沃集团业

务向下游拓展；东航物流、鑫荣懋、汉口银行等公司的上市……

12

未来展望

持续提升现有业务的竞争力，巩固和发展支柱型资产，夯实基本盘1

优化战略投资的行业及资产布局；财务投资保持一定体量的投入2

“科技”引领发展，探索在科技、医疗等领域的布局，提升整体资产活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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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农业
与食品

创新消费
与服务*

金融

服务

战略投资

天使

投资

风险

投资

直接财务

投资

先进制造与

专业服务

投资性

物业

双轮驱动

86.85%

28.24%

99.01%

考拉科技 48%

15.33%

89.98%

我们的投资组合

31.45%

私募股

权投资

32%

58%

51 %

36.469%

佳沃股份

81.72 %

100%

40.47 %

46.08 %

注：1.上表仅列示截至2020年12月31日控股持有部分重点被投企业的股权

2.神州租车已于2021年第一季度完成出售，本公司不再持有神州租车任何股份

51.77 %

20.1 %
10.7125 %

财务投资

2021年3月17日，
我们继续受让
富瀚微5.22%的
股权，交易完
成后，将累计
持 有 富 瀚 微
15.94%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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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板块业务情况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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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板块PCSD业务优势稳固助力业绩再创新高

1,335 

(246)

1,085 

1,608 

2,093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82,551 299,363 
330,780 

357,212
384,992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营业收入 归属于本公司权益持有人净利润/亏损

CAGR:39%CAGR:8%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受益于疫情带来的IT设备需求爆发、优秀的供应链管理和生产能力，联想集团个人计算机和智能设备业务市场份额进一步
增长。移动业务和数据中心业务的业绩表现有所提升

个人电脑和智能设备业务：个人计算机和智能设备业务取得了历史新高的收入和税前利润，在教育和中小企业领域的增长
速度已超过同业竞争者；在高增长的细分市场和高利润的服务业务（轻薄本，游戏计算机，电子商务及软件/服务） 表现
优异

移动业务：继续实行扩大智能手机产品组合和拓展运营商范围的策略，在所有价格范围内都推出了有吸引力的机型，推动
产品组合向高端和旗舰机型转型，以提高产品平均售价。尽管受到货运成本上涨和全行业的零部件短缺的影响，移动业务
税前利润在2020年第四季度恢复盈利

数据中心业务：持续提高其高利润服务的销售。云服务 IT 基础设施业务录得双位数的销售增长，企业 IT 基础设施业务的
收入创近三年新高；已成为入门级存储的第二大全球供货商

注：PCSD是指联想集团的个人计算机和智能设备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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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板块加强风险管控，保障稳健经营

营业收入

CAGR:49%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1,583 

3,638 

6,962 

8,815
7,767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1,536 1,646 

2,567

2,076
1,874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归属于本公司权益持有人净利润

金融服务板块业务承压前行，加强风险管控的同时，积极拓展新项目的投资 ,并持续优化存量资产组合。如剔除同期拉卡拉
上市的一次性收益人民币2.65亿元的影响，归母净利润同比呈小幅增长

BIL：管理资产规模437亿欧元，客户存款余额198亿欧元（+4.1% yoy），客户贷款余额154亿欧元（+4.8% yoy），净利润
为人民币7.39亿，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13.44%，穆迪和标准普尔评级分别为A2/稳定/P-1和A-/稳定/A-2

拉卡拉：报告期内持续加大产品创新与研发迭代的力度；支付业务收入及商户经营业务收入持续增长，全年实现收入人民币
55.57亿元，同比增长13%；归属拉卡拉权益持有人净利润人民币9.35亿元，同比增长16%，已连续6年实现超15%的增长

正奇金融：继续践行「投贷联动」的业务模式，多个项目登陆资本市场成果丰硕，仅圣湘生物即为其带来近50x的投资回报，
报告期内实现净利润人民币521百万元，同比增加140%

君创租赁：继续加强业务布局和市场开拓，推动以重卡和小微企业为代表的零售融资租赁，该业务已成为重要增长引擎；业
绩实现逆市增长，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28%

现代财险：与滴滴出行合作共同完成增资现代财险，分别获得其32%股份，为本公司在保险业的重要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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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消费与服务板块多措并举，共克时艰

营业收入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报告期内，新冠疫情对创新消费与服务板块各业务的正常开展都带来了严重冲击。联想控股与板块公司携手应对疫情的
同时，也在积极推动资产优化工作。归属于本公司权益持有人净亏损人民币15.18亿元，主要因为神州租车贡献约人民币
10亿元亏损

三育教育：现有园所109家，在校学生约33,000人，在职教职工约5,400人；受疫情影响，幼儿园业务全年业绩受到较大
冲击，但因经营调整措施得当，结果好于疫情阶段的预期；报告期内三育确定了战略转型方向，即学前教育领域平台型
综合服务商，新产品和课程计划于2021年进行市场推广

德济医院：积极驰援武汉及当地的抗疫工作；前期重学科、重技术、重服务为医院打下坚实基础，同时抗击疫情的事迹
也强化了医院口碑，虽然出院人次和手术量有所下滑，仍实现了营业收入19%的同比增长，但由于疫情期间各类物资成
本和使用量显著增高，净利润略有下滑

神州租车：报告期内，联想控股完成了向MBK出售所持神州租车股份的股权，要约价为4港元/股，回流现金约22.5亿港
元，为后续战略布局和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自此神州租车不再是我们的联营公司

拜博口腔：实现收入人民币1,914百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7.6%，主要因疫情初期暂停营业所致，复工复产后，前期在线
投放、内部转化、门店优化、深耕服务和人才建设工作的效果逐步显现，业绩实现了同比6.8%的增长

1,310 

1,842 

1,288 

905
739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104) (188)

1,099 

(295) (1,518)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归属于本公司权益持有人净利润/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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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与食品板块积极应对疫情，降本增效改善业绩

营业收入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70 

232 210 230 

(368)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3,266 
4,962 

12,940

15,695
17,037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CAGR:51%

归属于本公司权益持有人净利润/亏损

报告期内，板块各业务受疫情冲击较大，佳沃集团积极采取措施，降本增效已应对疫情不利影响。佳沃集团仍重点关注
水果和海产两大供应链体系，加强全产业链和全球化布局，积极寻求与联想控股其他被投企业间的内部协同，为消费者
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与服务

水果业务：受疫情影响，进口高端水果消费需求有所下降。鑫荣懋通过加大市场投入并深化产地布局，确保全年收入保
持快速增长；此外，鑫荣懋成功引入战略投资方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进一步发力水果流通

动物蛋白业务：鲑鱼业务运营持续优化，积极推进增值产品研发，拓展多元化销售渠道；原有业务继续保持了中国最大
的北极甜虾进口分销商、狭鳕鱼加工供货商和全渠道布局进口动物蛋白品牌商的行业领先地位；受海外和中国新冠疫情
影响，餐饮市场需求锐减，多国鲑鱼价格下跌至历史最低位，佳沃股份积极采取措施，降本增效以应对疫情带来的不利
影响；此外，KB Food持续寻求内部协同，并与东航物流签署直航货运协议，降低龙虾出口成本，成功开拓上海市场

其他业务：从事包装食品业务的被投企业华文食品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顺利完成首次公开发行；酒便利积极应对疫情影响，
加强了营销及线上业务运营能力，优化门店及配送站；生鲜半成品供应商九橙食品加大研发力度，开拓了牛蛙等优势畅
销产品，改造工厂提升加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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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制造与专业服务板块资本运作已显成效

营业收入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145)

380 

262 

476 

766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5,524 

5,844 

6,331 

5,947 

6,230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CAGR:71%

归属于本公司权益持有人净利润/亏损

疫情在对板块内企业造成影响的同时，也创造了新的机遇。板块目前已布局先进材料、高端物流等领域，联想控股积极推
动被投企业向价值链上下游延伸、布局，以期在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联泓新科：已成功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益于下游需求旺盛带来的产品价格上涨，以及IPO募投OCC项目顺利投产降低
单位成本等因素，联泓新科2020年业绩出色，实现净利润人民币655百万元，创历史新高

增益供应链：继续降低重资产的规模，回笼资金以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吉林公司积极调整业务模式，在开拓新客户的同
时，继续在原有仓储业务基础上拓展物流增值业务，带动报告期内收入增长

东航物流：已通过中国证监会的发行审核；其作为保障「生命线」企业，为全球防疫抗灾、复工复产做出重大贡献，同时
受益于全球航空物流运力紧张导致的运价上涨，2020年业绩创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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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投资板块表现优异，多个项目得以上市

投资收入及收益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CAGR:113%

2,901 

4,308 

540 
906 

2,439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103 

4,858 

615 908 

3,422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CAGR:136%

归属于本公司权益持有人净利润/亏损

报告期内，联想控股通过加强风险管控，审慎投资等手段，尽可能减少外围不确定因素对所管理的资金的影响。受惠于
新冠疫情防控得力，中国经济持续复苏，股权投资活动自第二季度起逐步恢复。财务投资板块多个项目得以上市，取得
了较为理想的成绩

联想之星：管理7支基金，管理资金规模近人民币30亿元，累计投资境内外项目超过280个；报告期内，投资境内外项目
超过20个，涵盖前沿技术、生物医药、数字医疗、TMT细分方向，在管项目有近50个发生下轮融资，14个项目实现退
出；报告期内，四期人民币基金已完成最终交割，四期美元基金已完成第二轮交割

君联资本：在管基金25支。报告期内募集基金总额人民币45.24亿元；报告期内累计完成51项新项目投资，全部或部分退
出项目44个，为联想控股贡献资金回款超过人民币33亿元；报告期内11家在管企业上市；2021年将重点投资于TMT及创
新消费、智能制造、专业服务、医疗健康领域内的初创期及成长期中国相关机会

弘毅投资：在管基金13支，此外弘毅远方在管5支公募基金；持续在消费服务、医疗健康、连锁餐饮、先进制造及移动互
联等领域进行行业专注的投资实践

投资性物业：我们持有位于北京中关村地区的高档写字楼融科资讯中心A座、B座及C座，截至报告期末，投资性物业的
公允价值为人民币113.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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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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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归属于本公司权益持有人净利润

百万元人民币
2020 2019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IT 2,093 54% 1,608 45%

金融服务 1,874 48% 2,076 58%

创新消费与服务 (1,518) (39%) (295) (8%)

农业与食品 (368) (10%) 230 6%

先进制造与专业服务 766 20% 476 13%

财务投资 2,439 63% 906 25%

未分摊及抵销 (1,418) (36%) (1,394) (39%)

归属本公司权益持有人净利润 3,868 100% 3,607 100%

294,746 316,263 
358,920 

389,218 
417,567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归属于本公司权益持有人净利润按类型拆分

4,859 5,048 

4,362 

3,607 3,868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收入盈利结构



52,266
54,433

57,473

60,537 60,434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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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总资产 归属本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总权益

资产负债率

322,259 335,074

558,267
624,075 651,733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79% 76%
85% 85% 87%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净债务权益比率

76%

70%

82% 82%

77%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资产负债结构（1/2）

注：1. 净债务权益比率=净债务/合并净资产

2. 净债务=有息负债-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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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44%

1%
3%

2%
11%

3%

信息技术

金融服务

创新消费与服务

农业与食品

先进制造与专业服务

财务投资

未分摊及摊销

2020年

公司资产配置

总部净负债

362 

398 

2019 202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结构

有息负债结构（按币种）

31% 31%

20% 17%

6%
3%

3% 2%
10% 12%

30% 35%

2019 2020

人民币 美元 港元 欧元 其他 瑞士法郎

55% 51%

29% 29%

16% 20%

2019 2020

人民币 美元 其他

1,379亿元

623亿元

38%
27%

17%
23%

37% 38%

9% 12%

2019 2020

1年内 1-2年 2-5年 5年后

1,379亿元

有息负债结构（按期限）

697亿元

1,364亿元

单位：亿元人民币

1,364亿元

资产负债结构（2/2）

注：1.总部净负债包括联想控股本部及平台、南明及平台以及融科股份



778 

848 

2019 2020

0.330 

0.360 

2019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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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9.09% 增长9.09%

董事会建议派付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币0.36元

单位：人民币元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每股股息（除税前） 分红总额（除税前）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