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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瀚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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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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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发生变更，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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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36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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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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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瀚讯 股票代码 300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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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小华 谭云飞 

办公地址 上海市长宁区金钟路 999 号 4 幢 601 室 上海市长宁区金钟路 999 号 4 幢 601 室 

传真 021-31115669 021-31115669 

电话 021-62386622 021-62386622 

电子信箱 Info_disclosure@jushri.com Info_disclosure@jushri.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军用宽带移动通信系统及军用战术通信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及工程实施，结合业务应用软件、指挥调度软

件等配套产品，向军方等行业用户提供宽带移动通信系统的整体解决方案。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改变。 

公司基于民用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针对军事应用特殊需求，研发了一系列自主可控的军用宽带移动通信产品，主要包括基

站类、中继类、终端类、模块类、系统软件类。公司产品多次在军用宽带移动通信项目中性能测评荣获第一，是军用宽带移

动通信行业的领军企业。上海瀚讯是国内少数拥有宽带移动通信系统自主研发能力的高新技术企业和创新型军工企业。公司

从设立时即致力于宽带移动通信核心技术的研究开发，积累了可持续创新的研发能力和规模化的生产能力。上海瀚讯所研型

号装备的算法、协议、核心通信芯片及软硬件设计开发均为自主可控，满足了国防信息化安全的刚需，是军民融合、技术升

级的成功实践。 

目前，公司新增在研产品7型，已列装产品覆盖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等各军兵种，并广泛应用于历年

重大军事演习、基地作战训练、载人航天、集团军综合信息化改造等领域，深受军方用户好评。为了保持市场领先地位和可

持续发展，上海瀚讯已开始提前布局新的业务领域。公司在军用 5G、军用多功能芯片和空天地海一体化组网等方向开展原

创技术研究和创新工作，投入了大量的研发资源，开展技术创新工作，为公司奠定了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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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46亿元，同比增长28.24%；营业利润为1.15亿元，同比增长10.02％；利润总额1.18亿元，同

比增长12.32％；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1.15亿元，同比增长12.22％。截至2019年末期，公司总资产16.64亿元，

同比增长61.37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12.18亿元，同比增长98.54%。具体经营情况分析详见“第四节经营情况讨

论与分析”。 

军用宽带移动通信是军工行业细分领域，该行业受国家国防投入安排的影响而呈现一定的周期性变化，与整体的宏观经济关

系不大。具体而言，由于终端客户是军方，而军方的采购费用来自国防预算，所以行业发展与全球军事形势和军队自身更新

换代有关，与通信行业和经济周期的关联度不大。由于中国军队还处于军队信息化建设的初期，处于大规模升级换代和改造

的阶段，在技术、质量和数量上具有很大的需求空间。行业主要客户为军队，存在集中交付及集中结算的经营特点，通常为

年末，从而导致相关从业企业在一年的某段时间集中实现收入的情况，也使得企业应收账款余额往往较大。 

公司紧密关注军改的动向，充分理解军方客户对电子信息及通信装备的新需求，公司基于自身的技术优势、行业地位优势，

以已有定型产品为基础，将逐步拓展宽带移动通信装备与物联网、武器平台、指控平台、其他装备及系统的整合，并通过对

相关领域关键技术和原型样机进行研发的方式，为公司拓展新的业务领域提供技术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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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545,969,894.63 425,756,799.24 28.24% 386,064,941.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5,131,761.58 102,594,400.05 12.22% 67,430,813.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7,688,699.22 94,448,439.80 3.43% 63,096,482.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97,511.24 -40,127,205.84 85.30% -47,037,305.0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1 1.03 -11.65% 0.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1 1.03 -11.65% 0.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83% 18.25% -7.42% 14.13%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1,663,946,077.16 1,031,120,581.24 61.37% 786,242,545.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17,961,799.63 613,447,095.23 98.54% 510,852,69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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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10,629.13 51,952,466.30 187,902,405.76 263,004,393.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16,552.02 -9,878,788.36 55,598,218.08 74,228,883.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481,233.27 -10,193,469.61 49,811,268.28 64,552,133.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890,327.49 -89,199,461.46 -46,795,201.24 162,987,47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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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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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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9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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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双由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33% 29,773,644 29,773,644 质押 5,750,000 

上海力鼎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12% 16,169,610 16,169,610 质押 6,688,200 

中金佳讯（天

津）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86% 11,818,206 11,818,206   

上海联和投资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06% 8,084,805 8,084,805   

上海联新二期

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06% 8,084,805 8,084,805   

中国科学院上

海微系统与信

息技术研究所 

国有法人 6.06% 8,084,805 8,084,805   

北京润信鼎泰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93% 6,581,031 6,581,031   

北京东土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41% 4,545,455 4,545,455 质押 4,040,000 

上海东证睿芃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5% 2,727,274 2,727,274   

唐山兴仁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6% 1,818,111 1,818,11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金资本运营有限公司下

属机构管理的中金佳泰贰期（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发行人股东中

金佳讯（天津）投资中心（有限合伙）99.50%的份额，中金佳讯（天津）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持有发行人股本比例为 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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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国内宏观经济运行平稳，我国经济总量持续增长，国防投入也稳步增加。我军信息化建设正处于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

在信息化加速建设的大背景下，公司作为军用宽带无线通信的核心供应商，具备完备的军工业务资质，紧跟用户需求，发挥

技术优势，高比例研发投入的科研成果逐步进行转化，多项产品实现突破，研发项目逐步落地形成销售业绩，产品订单稳步

增加。随着产品的陆续交付，公司 2019 年度营业收入大幅增长，取得了良好的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46亿元，同比增长28.24%；营业利润为1.15亿元，同比增长10.02％；利润总额1.18亿元，同

比增长12.32％；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1.15亿元，同比增长12.22％。截至2019年末期，公司总资产16.64亿元，

同比增长61.37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12.18亿元，同比增长98.54%。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工作如下： 

1、完成创业板上市并推进募投项目建设，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2019年3月14日，公司于深交所创业板成功挂牌上市，首次公开发行A股3,336万股，发行价16.28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5.43

亿元，公司发展进入新纪元。主要用于投资军用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系统军兵种派生型研制、军用无人平台宽带移动通信系统

研制项目、通信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测试演示平台建设项目。公司充分利用募投项目经费，在军用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系

统军兵种派生型研制取得了突破、军用无人平台宽带移动通信系统研制领域完成了相关自组网通信产品的技术攻关及产品迭

代升级，在通信平台技术方向，启动了基于国防5G的异构融合的预研及演示验证项目。 

2、研制型号持续扩展 

2019年度公司在原有总部型号产品的基础上，在数个军种实现了大批量交付。新增7款型号产品的研制工作，已陆续开始了

相关定型工作，预计将于2020-2021年相继完成定型工作，助力公司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3、市场深入推进 

在巩固已有批产项目基础上，在自组网、空地组网、宽带能力提升，军用5G等技术方向加大了研发投入，是相关军方预研

项目的承研单位，这些预研任务有望在2-3年内转为型号研制任务，将为公司进一步拓展应用领域市场规模奠定基础。 

4、生产能力与质量水平大幅提升 

公司加大了生产能力与质量管理体系建设。2019年度产能有了大幅提高，且年度产品交付批次合格率达100%。2019年公司

启动了GJB5000A（国军标软件质量体系）的认证工作，目前已通过了专家组的GJB5000A内部评估，预计将于2020年完成所

有审核申请工作。 

5、完善售后服务体系 

公司产品大规模交付基层部队使用，且使用部队分布范围广而散，对公司的售后服务体系提出了严峻挑战。2019年除了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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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扩充售后服务人员队伍外，公司通过制作口袋书、修订简化两书两册、制作视频培训教材、开通远程视频维修服务保障、

加强电话回访、增加巡检频次、邀请战士到公司培训等多种方式，全面完善售后服务体系，得到了军方用户的高度好评。 

6、实现管理信息化升级 

公司推进研发管理系统（PLM），实现产品研发全过程数据共享和技术状态管理。全新升级了ERP系统，有效打通市场、研

发、供应链、财务数据链，全面提升公司运营效率。 

7.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运作，根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相关要求修

订并完善公司章程，加强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持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公司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

工作，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信息，确保所有投资者公平获取公司信息，同时公司也加强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股东代表及公司内部信息披露相关业务人员进行学习，以确保公司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准确性和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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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带移动通信设

备 
520,818,866.40 185,374,976.52 64.41% 31.62% 14.19% -9.83% 

集成产品 1,062,857.97 447,295.33 57.92% -52.15% -45.23% 7.32% 

其他产品 24,088,170.26 16,163,576.83 32.90% -13.48% -22.50%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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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

的通知》 

财政部分别于2019年4月30日和2019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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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

订。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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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原因 合并 母公司 

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

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

款”列示；“应付票据及

应付账款”拆分为“应

付票据”和“应付账款”

列示；比较数据相应

调整。 

董事会决议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

据”和“应收账款”，“应收票据”上年年

末余额30,121,165.00元，“应收账款”上

年年末余额602,096,906.52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

据”和“应付账款”，“应付票据”上年年

末余额19,564,589.85元，“应付账款”上

年年末余额156,641,701.80元。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

票据”和“应收账款”，“应收票据”上年

年末余额30,121,165.00元，“应收账

款”上年年末余额590,542,579.20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

票据”和“应付账款”，“应付票据”上年

年末余额19,564,589.85元，“应付账

款”上年年末余额154,795,019.81元。 

 

（2）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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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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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对于首次执行日

尚未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之前的确认和计量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应当追溯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

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本公司将因追溯调整产生的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 

以按照财会〔2019〕6号和财会〔2019〕16号的规定调整后的上年年末余额为基础，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主要影响如

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合并 母公司 

（1）可供出售权益工

具投资重分类为“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资产”。 

董事会决议 其他流动资产：减少20,000,000.00元； 

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20,032,602.74

元；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3,260.27元； 

留存收益：增加29,342.47元。 

 

其他流动资产：减少20,000,000.00元； 

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20,032,602.74

元；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3,260.27元； 

留存收益：增加29,342.47元。 

 

（2）将部分“应收款

项”重分类至“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

融资产（债务工具）” 

董事会决议 应收账款：减少336,505,820.60元， 

应收款项融资：增加336,505,820.60

元。 

应收账款：减少336,505,820.60元， 

应收款项融资：增加336,505,820.60

元。 

（3）对“以摊余成本

计量的金融资产”和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的金融资产（债

务工具）”计提预期信

用损失准备。 

董事会决议 其他应收款：减少631,272.17元， 

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63,127.22元， 

留存收益：减少568,144.95元。 

其他应收款：减少631,272.17元， 

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63,127.22元， 

留存收益：减少568,144.95元。 

 

 

以按照财会〔2019〕6号和财会〔2019〕16号的规定调整后的上年年末余额为基础，各项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按照修订前后

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结果对比如下： 

合并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135,529,861.17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135,529,861.17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30,121,165.00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30,121,165.00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602,096,906.52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265,591,085.92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336,505,820.60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45,593,592.32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44,962,320.15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含其他流动资

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债务工具) 

 债权投资 

(含其他流动资

产) 

摊余成本  

其他债权投资 

(含其他流动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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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 (权益工具) 

 交易性金融资

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 

 

其他非流动金

融资产 

 

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以成本计量(权益工

具) 

20,000,000.00 交易性金融资

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 

20,032,602.74 

其他非流动金

融资产 

 

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母公司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134,435,150.72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134,435,150.72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30,121,165.00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30,121,165.00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590,542,579.20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254,036,758.60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336,505,820.60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47,218,849.41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46,587,577.24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含其他流动资

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债务工具) 

 债权投资 

(含其他流动资

产) 

摊余成本  

其他债权投资 

(含其他流动资

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 (权益工具) 

 交易性金融资

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 

 

其他非流动金

融资产 

 

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以成本计量(权益工

具) 

20,000,000.00 交易性金融资

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 

20,032,602.74 

其他非流动金

融资产 

 

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3）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修订） 

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修订）（财会〔2019〕8号），修订后的

准则自2019年6月10日起施行，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

重大影响。 

 

（4）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2019修订） 

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2019修订）（财会〔2019〕9号），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9年6月17日起施行，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

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公司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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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目 上年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调整数 

重分类 重新计量 合计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35,529,861.17 135,529,861.17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不适用 20,032,602.74 20,000,000.00 32,602.74 20,032,602.74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不适用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30,121,165.00 30,121,165.00    

  应收账款 602,096,906.52 265,591,085.92 -336,505,820.60  -336,505,820.60 

  应收款项融资 不适用 336,505,820.60 336,505,820.60  336,505,820.60 

  预付款项 44,528,496.71 44,528,496.71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45,593,592.32 44,962,320.15  -631,272.17 -631,272.17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119,505,546.25 119,505,546.25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20,002,261.96 2,261.96 -20,000,000.00  -20,000,000.00 

流动资产合计 997,377,829.93 996,779,160.50  -598,669.43 -598,669.43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不适用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不适用    

  其他债权投资 不适用     

  持有至到期投资  不适用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不适用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不适用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8,215,067.14 8,215,067.14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12,529,251.01 12,529,251.01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468,769.33 468,769.33    

  递延所得税资产 12,529,663.83 12,592,791.05  63,127.22 63,127.22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33,742,751.31 33,805,878.53  63,127.22 63,127.22 

资产总计 1,031,120,581.24 1,030,585,039.03  -535,542.21 -535,542.21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52,000,000.00 152,000,000.00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不适用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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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19,564,589.85 19,564,589.85    

  应付账款 156,641,701.80 156,641,701.80    

  预收款项 34,992,691.40 34,992,691.40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16,576,827.16 16,576,827.16    

  应交税费 28,187,911.59 28,187,911.59    

  其他应付款 594,413.98 594,413.98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408,558,135.78 408,558,135.78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4,535,599.80 4,535,599.80    

  递延收益 2,139,224.96 2,139,224.96    

  递延所得税负债  3,260.27  3,260.27 3,260.27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6,674,824.76 6,678,085.03  3,260.27 3,260.27 

负债合计 415,232,960.54 415,236,220.81  3,260.27 3,260.27 

所有者权益：      

  股本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276,652,172.91 276,652,172.91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5,269,162.27 25,215,282.02  -53,880.25 -53,880.25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211,525,760.05 211,040,837.82  -484,922.23 -484,922.2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

计 

613,447,095.23 612,908,292.75  -538,802.48 -538,802.48 

  少数股东权益 2,440,525.47 2,440,525.47    

所有者权益合计 615,887,620.70 615,348,818.22  -538,802.48 -538,802.4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031,120,581.24 1,030,585,039.03  -535,542.21 -535,54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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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目 上年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调整数 

重分类 重新计量 合计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34,435,150.72 134,435,150.72    

  交易性金融资产 不适用 20,032,602.74 20,000,000.00 32,602.74 20,032,602.74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不适用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30,121,165.00 30,121,165.00    

  应收账款 590,542,579.20 254,036,758.60 -336,505,820.60  -336,505,820.60 

  应收款项融资 不适用 336,505,820.60 336,505,820.60  336,505,820.60 

  预付款项 22,232,325.77 22,232,325.77    

  其他应收款 47,218,849.41 46,587,577.24  -631,272.17 -631,272.17 

  存货 116,398,351.56 116,398,351.56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20,000,000.00  -20,000,000.00  -20,000,000.00 

流动资产合计 960,948,421.66 960,349,752.23  -598,669.43 -598,669.43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不适用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不适用    

  其他债权投资 不适用     

  持有至到期投资  不适用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27,500,000.00 27,5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不适用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不适用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6,463,625.64 6,463,625.64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12,285,789.62 12,285,789.62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7,829,727.13 7,892,854.35  63,127.22 63,127.22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54,079,142.39 54,142,269.61  63,127.22 63,127.22 

资产总计 1,015,027,564.05 1,014,492,021.84  -535,542.21 -535,542.21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52,000,000.00 152,000,000.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不适用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不适用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19,564,589.85 19,564,589.85    

  应付账款 154,795,019.81 154,795,019.81    

  预收款项 9,739,083.90 9,739,083.90    

  应付职工薪酬 15,073,822.01 15,073,822.01    

  应交税费 27,936,992.59 27,936,992.59    

  其他应付款 558,071.73 558,071.73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379,667,579.89 379,667,57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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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4,316,963.46 4,316,963.46    

  递延收益 1,699,224.96 1,699,224.96    

  递延所得税负债  3,260.27  3,260.27 3,260.27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6,016,188.42 6,019,448.69  3,260.27 3,260.27 

负债合计 385,683,768.31 385,687,028.58  3,260.27 3,260.27 

所有者权益：      

  股本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276,652,172.91 276,652,172.91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5,269,162.27 25,215,282.02  -53,880.25 -53,880.25 

  未分配利润 227,422,460.56 226,937,538.33  -484,922.23 -484,922.23 

所有者权益合计 629,343,795.74 628,804,993.26  -538,802.48 -538,802.4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015,027,564.05 1,014,492,021.84  -535,542.21 -535,54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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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通过投资设立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子公司名称 投资比例

（%） 

成立日 出资额（万

元） 

注册地 2019年12月31日资

产总额（元） 

2019年12月31日净

资产（元） 

上海瀚礼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100.00 2019年5月13日 10.00 上海 99,433.98 99,43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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