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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力创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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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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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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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912,087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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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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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力创通 股票代码 30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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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梦冰 宋龙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8 号院乙 18 号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8 号院乙 18 号 

传真 010-82803295 010-82803295 

电话 010-82966393 010-82966393 

电子信箱 IRM@hwacreate.com.cn songlong@hwacreate.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营业务 

    公司专注于国内国防、政府及行业信息化技术与创新应用20余年，主营业务覆盖了卫星应

用、仿真测试、雷达信号处理、无人系统、轨道交通等国家战略新兴产业领域，向用户提供

先进的技术、产品、系统解决方案及服务。在国防军工市场，依托核心技术，致力于为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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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国防电子、信息化等提供先进的器件、终端、系统和解决方案。在政府及行业市场，

业务体系涵盖智慧城市、空间信息、应急通信、变形监测、海洋工程等，为客户提供整套系

统及持续运营解决方案。公司在不断加强卫星应用、集成电路、智能制造等硬核科技领域投

入的同时，积极推进产业化、集团化建设，在国民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重的情况下，坚持“稳

中求进、狠抓重点、化危为机”的经营策略，持续技术突破，推动产业发展。 

公司根据不同客户的具体需求，采取“定制化+产业化”相结合的经营模式。通过项目定制

化，满足专业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从而提升公司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通过产业化路线，挖

掘和培育可以形成量产、可复制的通用货架产品，从而迅速扩大公司业务规模。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及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主要产品 

    1、卫星应用领域 

     公司是国内较早进入卫星应用领域的企业之一，参与了北斗导航和天通卫星通信等国家

重大项目的建设，“芯片+模块+终端+系统解决方案”的产业格局已经初步形成，技术和产品在

应急管理、地灾监测、机载通信、国防装备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卫星应用业务的产品主要

分为芯片模组产品、终端类产品、测试类产品和系统级产品。芯片模组产品主要是指北斗导

航基带芯片、天通卫星通信基带芯片以及相应的模块产品；终端类产品主要是指为适应不同

应用场景而研制的各类手持、车载、机载、船载的定位或通信终端；测试类产品主要是指导

航测试分析仪、记录回放仪以及卫星通信综合测试仪等检测类产品；系统级产品包括北斗高

精度安全监测系统和天通卫星应急通信系统。芯片模组产品和测试类产品的研制为公司取得

技术优势和产业链地位奠定了基础，多种终端产品和多样系统解决方案为产业化的实施提供

了具体路径。公司紧跟卫星应用领域的发展趋势，积极开展北斗三号、新一代低轨卫星通信

的技术和产品探索，为迎接卫星应用产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作好充分的技术准备和产业筹划。 

    2、仿真测试领域 

    在仿真测试领域，公司在持续强化原有的标准化货架产品、总线测试综合平台以及系统仿

真测试集成平台等三类产品的基础上，新增基于北斗的机载设备以及相应的测试监控系统产

品线。具体主要包括： 

    第一，标准化货架产品，包括多种航电总线终端板卡以及IP Core等核心产品，还有便携

式航电网络分析仪以及航电总线交换机等标准货架产品。 

    第二，总线测试综合平台，自主研发的航电总线测试升级平台BEST+，提供了针对大型飞

机的航电综合系统测试方案，总线一致性测试和自动化测试的解决方案，以及数字化的系统

验证方案。 

    第三，系统仿真测试集成平台，针对航空、航天、轨道交通等行业等应用特点，配合业务

逻辑，扩展了HRT和SIVB平台，能够满足机载设备、发动机、机电系统、飞控系统、卫星应

用的综合仿真测试验证业务需求。 

    第四，基于北斗的机载设备以及相关的测试监控系统产品线，从2019年开始，针对民用飞

机的北斗机载设备开始进行产品研发、试飞试验以及适航申请，并建立了相应的配套测试监

控系统，实现国内飞行器的北斗导航，并在地面建立相应的数据采集分析系统，为我国北斗

产业在航空领域的应用充当了技术先锋。 

    同时，适应工业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发展，积极推进仿真技术的创新发展，开展数字孪生、

金融仿真等先期研究探索。 

    3、雷达信号处理领域 

在雷达信号处理领域，公司专注于先进雷达信号处理设备、雷达射频仿真测试设备、复

杂电磁环境构建与监测系统，主要包括三大类产品，分别是： 

第一，型号装备类产品，包括雷达信号处理机，雷达侦察干扰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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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雷达与电子对抗射频仿真测试设备，包括雷达综合测试仪、雷达干扰机测试仪、

雷达实时回波模拟器、实时杂波信号模拟器、射频信号高速记录与回放设备、雷达电子靶标、

相控阵天线模拟器等。 

第三：复杂电磁环境构建与监测系统，包括复杂电磁环境规划与管理系统、雷达干扰信

号模拟系统、雷达回波信号模拟系统、雷达辐射源信号模拟系统、复杂电磁环境信号监测系

统等。 

    4、轨道交通领域 

    公司的轨道交通业务主要以全资子公司明伟万盛为依托，主要提供两大类产品，分别是： 

    第一、用于保障轨道交通安全运营的屏蔽门系统，该系统在有效防止乘客跌落轨道产生意

外事故同时，还可以减少列车运行噪音、活塞风对候车乘客的影响，从而为乘客提供一个更

加舒适、安全的候车环境。公司还研制了与站台门系统配套的风阀系统、无线控制系统、智

能运维监测平台、多媒体广告系统等配套子系统，为客户提供更加全面、细致的解决方案。 

第二、再生制动能量逆变吸收装置，该装置主要用于城市轨道交通列车再生制动能量的

回收再利用，将列车制动电阻消耗的电能反馈给电网，做到能量再利用。 

    5、无人系统领域 

    无人系统业务以特种行业应用的中小型无人机系统、小型侦察无人车系统为发展重点，着

力打造高性能、高可靠、智能化、强环境适应性等特点。在无人机领域，重点研制垂直起降、

长航时、高升限的中小型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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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770,953.61 678,834,267.85 -5.61% 570,922,533.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7,549,739.89 118,070,393.02 -224.97% 81,317,102.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9,582,628.64 113,848,015.34 -231.39% 75,677,163.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388,446.27 7,400,458.63 310.63% -90,453,102.6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98 0.1975 -221.42% 0.147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98 0.1975 -221.42% 0.14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26% 6.79% -15.05% 6.68%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2,310,128,290.51 2,347,764,787.01 -1.60% 1,869,443,893.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02,928,418.73 1,878,446,277.09 -9.34% 1,358,697,12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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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729,486.15 161,227,807.85 167,201,700.84 156,611,95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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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206,910.92 9,920,146.05 21,177,607.75 -188,854,404.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126,374.60 9,634,966.03 21,826,911.81 -191,170,881.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1,062,649.61 -17,668,493.46 -20,167,950.53 149,287,53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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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47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48,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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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小离 境内自然人 17.70% 108,866,400 81,649,800 质押 30,670,000 

王琦 境内自然人 15.20% 93,498,664 70,123,998 质押 20,660,000 

熊运鸿 境内自然人 5.50% 33,848,715 33,848,711  0 

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道泰信泉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60% 16,000,000 0 质押 16,000,000 

创金合信基金

－平安银行－

创金合信汇享

华力 1 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2.60% 16,000,000 0  0 

陆伟 境内自然人 1.59% 9,756,102 3,902,442 质押 2,926,830 

中国北方工业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8% 6,000,000 0  0 

中太银信（江

苏）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3% 5,132,900 0  0 

杨远明 境内自然人 0.69% 4,248,000 0  0 

李宗利 境内自然人 0.62% 3,828,604 2,871,45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高小离、王琦和熊运鸿为一致行动人，是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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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践行年初制订的经营计划，以产品及服务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进一

步夯实主营业务。公司通过推进市场开发、品牌塑造、技术创新、供应链整合、绩效改革等

措施降本增效，提高公司运营效率。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4,077.09万元，较上年

同期减少5.6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4,754.97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24.97%，

主要是因为公司计提资产减值21,886.10万元。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成果如下： 

（一） 产业化持续推进，主营业务稳步发展 

1、卫星应用业务 

公司专注于北斗领域的技术研究，积极研发北斗三号芯片技术、抗干扰技术、无人机载

卫星惯性组合导航设备等新产品，进一步升级了原有的信标机产品等产品，产品性能得到改

善，新增基于北斗的机载设备以及相应的测试监控系统产品线。公司在北斗领域实现多点布

局，依托核心卫星导航技术，进一步夯实和提升北斗综合运营服务能力，将“终端+平台”模式

逐渐深入到行业细分应用领域。 

公司继续探索民用航空领域的应用机会，研制北斗机载多模终端产品并开始适航认证工

作，验证利用北斗导航系统的航空监视、位置追踪、飞行导航等功能，同时参与民航系统北

斗设备的加改装任务，为飞机的安全飞行保驾护航。北斗机载设备的研制推动了北斗系统在

民用航空领域的应用，开辟了北斗应用的新领域。在轨道交通领域，公司参股公司华力方元

研制的集装箱北斗定位终端装置已经应用于铁路标准集装箱在国内及“一带一路”等国际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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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的定位追踪。 

在高精度安全监测领域，公司发布了第二代高精度安全监测云平台，通过互联网云服务

平台提供远程无人监测服务，实现对建构筑物和地灾隐患点的全生命周期不间断持续监测，

从而实现了以天、空、地一体化，事前、事中、事后全时域全过程全生命周期管理。利用北

斗高精度的安全监测系统，可实时监控地质灾害点、矿山、道路桥梁、水利大坝、塔基塔杆

等的位移安全数据，有效防范风险事故。报告期内，公司在贵州、甘肃、安徽、云南等省份

成功实施数十个项目，涉及国土地灾、水利水电、交通设施等重点行业。同时，提出了“云-

网-端”的体系架构和对被测对象的调查检测、辅助推演、过程监测、提前警示、应急处置的

全生命周期服务管理建设，以提升对被测对象看得全、判得准的能力，提高监测预警的效率

和效益，达到最大程度地保证安全。 

在天通卫星移动通信领域，公司新研制了HTL1200功能型天通卫星电话、HTL2500智能

全网天通卫星对讲电话、HTL8100天通宽带便携终端、HTL3100船载终端等多款天通终端产

品，进一步丰富了公司天通卫星通信产品系列，已基本实现通用+行业+定制化的产品格局，

在满足普通行业用户需求的同时，积极向公安、消防、地矿等领域推广。公司参与国家应急

管理部“通信卫星网络融合项目”建设，为应急管理部提供天通卫星应急通信系统及三款定制

终端，完成了省应急厅卫星通信系统建设推广方案，在多省应急厅进行项目推广。公司还完

成商飞机载天通项目交付验收，形成天通宽带动中通设备研制技术能力，积累了机载通信设

备研制经验。 

2、仿真测试业务 

在仿真测试板块，借我国“大飞机”战略的东风，实现仿真测试领域的持续进步和发展。

公司现有航电货架产品实现稳步出货，平台产品不断升级。航电总线板卡成功和国外主流机

载航电总线接口板卡实现数据通讯，为飞机航电系统接口板卡的国产化奠定技术基础；公司

研制了面向适航符合性的航电系统试验平台BEST+，具备自主知识产权，为新一代的总线通

讯仿真和系统测试提供全系统的解决方案，正在有力保障我国大型水陆两栖飞机鲲龙-600的

航电系统研发和测试。在数字化仿真测试领域，升级原有DNP系统，提供网络拓扑自动生成

和配置文件自动生成与优化功能，首次参与我国大型宽体客机的航电系统网络规划论证，并

为研究人员提供可量化的仿真与验证手段。公司顺利交付基于系统集成验证平台SIVB的测试

解决方案，成功保障了我国测雨雷达的信号测试和接口功能验证。 

在系统仿真领域，公司重点开展可视化应用、计算存储网络、光电仿真、电磁仿真、数

字孪生等方向软硬件集成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公司参与的场景规划与控制项目、指挥中心信

息系统建设项目均已顺利交付。 

3、雷达信号处理业务 

在雷达信号处理板块，雷达综合测试仪、雷达信号处理机、雷达干扰机、监控记录仪等

型号配套产品持续稳定供货。近年来公司在核心产品国产化领域积极投入和探索，研制出了

多款使用国产化处理芯片的雷达信号处理设备,并获得多个型号配套的承研合同。同时雷达干

扰信号模拟器和雷达辐射源模拟器等多款外场复杂电磁环境构建产品近年来多次参与实装训

练和电子对抗演习任务，并获得良好口碑。公司在雷达遥感与对地观测仿真测试子领域持续

投入研发力量。 

4、轨道交通业务 

在轨道交通领域，全资子公司明伟万盛承担了上海、成都、西安等地的共计十多个地铁

项目的建设工作，为100余个车站提供了站台门系统，项目管理实施出色，先后多次受到客户

的表彰。同时积极开展站台门IOT智能运维系统、站台门广告投影系统、地铁超级电容能量

回馈系统的研发，丰富自身产品线，为客户提供更加优质服务。报告期内，明伟万盛被评为

常州市明星企业，并被认定为“常州市企业技术中心”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再生能量制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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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馈装置”还通过了江苏省首台套重大装备认定。轨道交通是国家新基建板块的重要内容，随

着交通强国战略的持续推进，公司的轨道交通业务将进入到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 

5、无人系统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的“低慢小”目标防御系统先后两次参与了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试飞保障，

出色的完成了试飞安保任务；研制的手抛无人机和小型无人车已经向客户交付，固定路径高

速移动靶标已完成项目预验收。公司参加了第四届中国创新挑战赛暨中关村第三届新兴领域

专题赛，参赛的《大型飞机地勤保障无人机巡检》项目获得优胜奖。无人机产品基本形成了

垂直起降固定翼、多旋翼、系留、反无人机系列化产品。 

（二）持续细化公司内部经营管控，加强子公司管理 

公司一直重视内控体系建设，报告期内，持续优化和改进内部流程，完善公司内部管理

制度，将精细管理渗透到公司运营的每一个环节。公司加强重点项目管理，重要项目流程、

计划做到清晰可见，执行过程透明，确保重点项目顺利交付；减少流程审批环节，理顺公司

与各子公司的项目执行流程，各项流程平均缩短20%，进一步提高效率；将研制流程与质量

体系相融合，确保产品质量；各项管控工作进一步得到细化和落实。另外，加强子公司管理，

设计子公司系列管控文件并发布实施，组织专题会议讨论子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加强母子

公司的团队互动交流及文化融合。 

报告期内，公司在“2019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得“金质量公司治理奖”，是资本

市场对公司规范治理、高效运行的肯定。 

（三）优化业务布局，蓄积持续发展动能 

为增强各个业务体系的核心竞争力及市场应对能力，围绕公司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发展方

向，我们进一步梳理了公司的管理体系和技术组织架构，结合现有各子公司及事业部的业务

内容及应用领域，合理调配资源，进行业务优化整合。报告期内，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华力

智飞，以促进公司仿真测试和航空电子业务的发展；公司投资参股成立了东湖金融研究院，

拟将华力创通的优势技术应用于金融科技领域，组织开展了数字征信实验室建设的方案论证，

探索了区块链、金融仿真等前沿科技金融项目，为未来的发展储备技术和资源。 

（四）优化薪酬体系，加强人才培养 

    为充分挖掘员工积极性和能动性，建立相对公平、合理的薪酬体系，公司推行了新一轮的

薪酬绩效改革，增加绩效工资比例，促使奖勤罚懒的理念进一步落地，鼓励有理想、有抱负、

有担当的员工在公司平台上积极发展，培养年轻的核心团队。2019年华力学院本着公司文化

引领的理念，积极打造学习型组织，结合公司特点，注重课程的前期设计及培训的落地执行，

共组织了11个班次的学习和培训，包括高管学习交流沙龙、管理骨干学习班、技术骨干培训

班、销售团队井冈山培训班、产品研发管理、项目管理等，累计培训305人次，在挖掘人才、

提升团队凝聚力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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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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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应用 264,360,964.19  54.83% 5.66%  -1.67% 

雷达信号处理 104,764,565.72  45.06% 6.05%  -3.31% 

仿真应用集成 77,310,988.78  19.17% 6.34%  -8.56% 

轨道交通应用 109,477,162.94  35.19% -44.87%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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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4,077.09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5.6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14,754.97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24.97%，主要是因为公司计提资产减值21,886.1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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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2019年9月19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

会〔2019〕16号)，要求结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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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会〔2019〕6号）的规定，对合并财务报表项目进行相应的调整。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

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

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 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

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根据规定，公司于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合并财务报表格式和企业会计准

则。 

2、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3、变更后釆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

(财会〔2019〕16号)要求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执行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

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号）相关规定。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

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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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变更日期 

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新会计政策。 

5、审批程序 

公司于2020年4月2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均发表了明确意见。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相关规定，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6、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根据财会〔2019〕16号有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

列示产生影响,不存在追溯调整事项，对公司资产总额、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等均无实

质性影响。 

（2）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衔接规定，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首次执行本

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

调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3）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属于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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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本期拥有13家子公司：华力创通国际有限公司、北京华力天星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华力睿源微波技术有限公司、北京怡嘉行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华力创通半导体有限公司、天

津市新策电子设备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华力创通科技有限公司、成都华力创通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华力创通科技有限公司、江苏明伟万盛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华力智信科技有限公司、贵

州华力创通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华力智飞科技有限公司（本期新增）；4家孙公司：怡嘉行科

技（香港）有限公司、成都华力锐测科技有限公司、天津恒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本期新增）,

成都嘉盛通科技有限公司（本期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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