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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820                               证券简称：英杰电气                     公告编号：2020-034 

四川英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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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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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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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变更为信永中和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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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4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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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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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杰电气 股票代码 30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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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世伟 陈文 

办公地址 四川省德阳市金沙江西路 686 号 四川省德阳市金沙江西路 686 号 

传真 0838-6928305 0838-6928306 

电话 0838-6928306 0838-6928306 

电子信箱 dsb@injet.cn dsb@injet.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以功率控制电源、特种电源为代表的工业电源设备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系列功率控制器、还原炉电源、单晶炉电源、蓝宝石炉电源、SIC炉电源、玻璃玻

纤窑炉调功系统、系列直流编程电源、加速器电源、中频感应电源、高压电压、微波电源、PLC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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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光伏行业的多晶硅、单晶硅生产领域、以半导体、光纤、玻璃玻纤（含TFT液晶

玻璃基板）为代表的新材料领域、科研院所和冶金、机械制造、石油化工、电化学等传统工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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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7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443,012,630.28 410,197,320.75 410,197,320.75 8.00% 277,205,957.44 277,205,957.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10,973,575.72 113,200,083.98 113,250,463.06 -2.01% 72,163,945.49 72,081,720.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9,945,101.70 112,309,753.26 112,360,132.34 -2.15% 69,410,942.44 69,328,717.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80,854,918.98 79,548,643.52 79,548,643.52 1.64% 34,388,859.13 34,388,859.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34 2.38 2.38 -1.68% 1.52 1.5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34 2.38 2.38 -1.68% 1.52 1.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31% 31.09% 31.11% -7.80% 24.45% 24.43%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7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769,636,411.54 739,774,100.21 739,738,671.79 4.04% 580,736,415.07 580,650,607.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531,615,336.53 420,677,189.23 420,641,760.81 26.38% 307,477,105.25 307,391,297.75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21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及追溯调整的议案》，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中国证

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相关规定和要

求，对公司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 

为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资产和财务状况，根据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各期末商业承兑汇票按

照对应的应收账款账龄，采用和应收账款一致的坏账计提比例对商业承兑汇票追溯计提减值准备并作为会

计差错更正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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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042,334.65 140,509,991.15 100,583,616.31 105,876,688.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516,437.77 36,293,407.15 25,821,628.36 23,342,10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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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976,627.12 36,195,578.67 25,386,545.83 23,386,350.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517,413.01 23,862,340.35 14,398,535.30 19,076,6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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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2,032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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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军 境内自然人 46.11% 21,900,000 21,900,000   

周英怀 境内自然人 45.42% 21,573,345 21,573,345   

谱润三期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23% 3,434,976 3,434,976   

尹  锋 境内自然人 0.24% 111,669 111,669   

肖  林 境内自然人 0.12% 55,419 55,419   

刘少德 境内自然人 0.12% 55,419 55,419   

李  辉 境内自然人 0.07% 33,251 33,251   

方  勇 境内自然人 0.07% 33,251 33,251   

陈金杰 境内自然人 0.07% 33,251 33,251   

邓长春 境内自然人 0.05% 25,493 25,49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王军和周英怀为一致行动人 

尹锋女士为谱润三期的主要管理人员，以有限合伙人身份持有谱润三期的合伙权益份额，

其控股的上海谱润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控制谱润三期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谱润泓优

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尹锋女士于 2013 年 6 月通过受让方式直接持有公司 11.1669 万股的

股份，占公司本次发行前股份的比例为 0.2350% 

尹锋女士与谱润三期合计持有公司 354.6645 万股股份，占发行人本次发行前股份的比例

为 7.4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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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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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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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1、报告期内的总体情况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44,301.26万元，同比增长8%；营业利润12,875.58万元，同比下降2.4% ；利润

总额 12,860.67万元，同比下降2.1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097.36 万元，同比下降2.01%；报

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现金净流量为 8,085.49 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经营性净现金流量增加130.63万

元。 

公司营业收入主要来自于光伏和半导体等电子材料行业，两项业务合计占营业收入占比达到了77.75%，

其中光伏行业占比50.72%，同比增长23.87%，半导体等电子材料占比27.03%，同比下降25.03%,主要是报

告期内在该行业销售的下降，来自科研院所的营业收入有大幅度提高，营业收入由2018年的759.92万元增

加到2019年的2,267.60万元，同比增长198.4%,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在此行业业务的拓展，来自冶金玻纤及

其他行业的营业收入有较大提高，营业收入由2018年的6,081.40万元增加到7,555.85万元，同比增长24.25%. 

2、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开展的工作情况 

深耕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报告期研发费用支出和研发人员数量保持双增长，新增授权专利34件，其

中发明专利1件，实用新型32件，外观专利1件。公司顺利通过完成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复审

认证工作并取得证书；子公司蔚宇电气通过了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申报；公司专利保护和新技术储备扎实推

进，年初制定的各项战略攻关产品取得实质性进展。 

 优化经营管理和强化风险控制：报告期内，公司持续优化采购、生产、研发和销售服务业务流程和相

关内部控制制度，提高日常运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立足稳健经营，避免盲目扩张，强化客户风险控制，

加强应收账款管理，对资质和回款较差的客户进行销售控制，同时开展有效的回款工作。 

质量管理和认证：公司坚持产品质量第一的原则，不断持续加强质量管理力度和深度。完成了质量管

理体系监督审查和软起动器强制性认证监督抽查， 2019年12月通过了兴原认证中心关于中核集团合格供

应商的认证资格，赢得客户认可，为获得客户大额订单奠定管理基础。 

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公司持续秉承“汇聚英才、成就杰出”的价值观， 2019年继续完善培训体系，加

强培训力度。重点开展了新员工入职培训，2019年7月新入职大学生54人，开展了为期15天的入职培训，

涵盖了职业素养、公司通识、专业课程、技能实操、军训拓展、研讨等内容，帮助新员工尽快完成从学生

到职业人的角色转换，促使他们融入团队、公司，同时开展了对研发技术、产品管理、市场销售管理者的

管理能力提升培训，提高了员工工作有效性；销售方法和能力的提升培训，高效的技工培训，提高适岗率，

降低熟练工人流失率；继续深化岗位职责和工作计划向重要部门、重要岗位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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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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率控制电源系

统 
325,424,879.06 197,590,670.92 39.28% 8.96% 10.18%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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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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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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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准则统称“新金融工

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9年3月15日决议通过，本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

前述新金融工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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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9年6月21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

溯调整的议案》，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中国证监会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相关规定和要求，

对公司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 

为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资产和财务状况，根据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各期末商业承兑汇票按照

对应的应收账款账龄，采用和应收账款一致的坏账计提比例对商业承兑汇票追溯计提减值准备并作为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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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错更正处理。 

影响项目见下表： 

项目 2018年末/2018年度 2017年末/2017年度 

更正前 更正后 更正金额 更正前 更正后 更正金额 

应收票据 82,577,921.94 82,536,241.44 -41,680.50 65,648,701.19 65,547,751.19 -100,950.0

0 

递延所得税资产 5,058,890.06 5,065,142.14 6,252.08 5,014,580.49 5,029,722.99 15,142.50 

未分配利润 280,445,959.78 280,410,531.36 -35,428.42 167,245,875.8

0 

167,160,068.3

0 

-85,807.50 

资产减值损失 -377,130.68 -317,861.18 59,269.50 2,218,022.65 2,121,287.65 -96,735.00 

所得税费用 18,126,305.84 18,135,196.26 8,890.42 12,130,887.84 12,116,377.59 -14,510.25 

净利润 113,200,083.98 113,250,463.06 50,379.08 72,163,945.49 72,081,720.74 -82,22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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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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