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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61                       证券简称：远望谷                      公告编号：2020-044 

深圳市远望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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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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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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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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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望谷 股票代码 002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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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琳 方晓涛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南十道 63 号

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 27 楼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南十道63号高

新区联合总部大厦 27 楼 

电话 0755-26711735 0755-26711735 

电子信箱 stock@invengo.cn stock@invengo.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等 

远望谷是中国物联网产业的代表企业，领先的RFID技术、产品和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公司始终专注于RFID核心技术、产

品与系统解决方案的研发，拥有自主研发的芯片、电子标签、读写器、手持设备、天线、系统集成软件等全系列RFID核心

产品达100多种，并开发了各行业应用解决方案。 

公司坚持“内生+外延式发展”的经营发展模式。内生式发展方面，公司主营业务持续聚焦于铁路、图书及零售物联网领域，

同时大力发展智慧文旅、纺织洗涤、资产管理、烟酒防伪及其他新兴行业RFID物联网垂直应用领域。公司积极把握产业发

展的新机遇，深耕细分市场，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和资源投入，持续开拓国内及海外市场；外延式发展方面，公司通过股权收

购和股权投资基金等方式，运作符合公司业务战略部署的投资并购项目，以期发挥产业链协同效应的最大化，分享投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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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利润。目前，远望谷已建立以深圳为总部，覆盖中国、新加坡、美国、韩国、法国、澳洲等国内外大部分地区的全球

营销网络，为全球客户提供高性能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经营模式以及主要业绩驱动因素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 所处行业情况 

1、物联网行业发展趋势 

根据智研咨询发布的《2019年-2025年中国物联网行业市场竞争格局及未来发展趋势报告》显示，预测2020年全球物联网市

场规模将达1.9万亿美元。根据产业链层级划分，物联网产业可分为支撑层、感知层、传输层、平台层、应用层 等五个层级。

预计2020年，中国物联网的整体规模将达到2万亿元。而物联网感知层、传输层参与的厂商众多，成为产业中竞争最为激烈

的领域。 

2、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公司主营业务集中在物联网感知层和应用层，为多个行业提供基于RFID技术的系统解决方案、产品和服务。RFID技术作为

物联网感知层的核心关键技术之一，以其广泛的应用领域而备受关注。 

远望谷是国内RFID行业领军企业，国内第一家专业从事RFID解决方案和产品开发、生产和销售的上市公司。公司聚焦铁路、

图书、零售三大业务，同时大力发展纺织洗涤、智慧文旅、烟酒管理及其他新兴行业RFID物联网垂直应用领域，提供高性

能的RFID技术、产品和整体解决方案。在铁路领域，远望谷连续多年保持领先的市场地位，不断深耕细耘；在图书行业市

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市场占有率居于前列；在零售行业，公司领先的单品级零售供应链与门店管理物联网应用解决方案，

已在国内外诸多大型服装、商超企业成功落地实施，助力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 

（三）主营业务发展概况 

1、铁路业务 

2019年年初，国家铁路局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强调了2020年的国家铁路局的工作思路，将深入实施“三年行动计划”，推动高

质量发展，牢牢守住铁路安全发展底线，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深入推进综合交通一体化融

合发展。同时，启动组织了《新时代中长期铁路规划2020-2035》和《“十四五”铁路发展规划》研究编制工作。 

我们相信，国家铁路局推动铁路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新一轮的发展规划，也将会给铁路相关产业的发展带来更

多的机遇。 

远望谷深耕铁路行业多年，以支撑铁路现代化建设为己任，依托公司RFID核心技术，围绕我国铁路行业的深度需求及痛点，

先后研发出了一系列铁路运输设备检测管理产品和解决方案，包括铁路车号自动识别系统（ATIS）、轨道衡配置XC型自动

设备识别系统、红外线轴温探测配车号管理系统、铁路车辆空气制动智能检测系统等。其中，远望谷参与的中国铁路车号自

动识别系统是亚洲最大的RFID物联网工程之一，开创了国内RFID技术规模化应用的先河，使中国铁路运输的管理水平一跃

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2、图书业务 

2018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正式实施，明确了政府设立的公共图书馆应当加强数字资源建设、配备相

应的设施设备，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文献信息共享平台，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服务。 

2019年，国家图书馆积极与企业开展项目合作，公共图书馆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国家图书馆与企业的合作，将促

进图书馆行业的信息化建设与服务创新，努力为整个图书馆以及公共文化行业的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发展摸索

和建立起一套最完善、最科学、最严格的标准体系，为整个公共文化行业树立一个智慧化的典范。 

远望谷首开UHF-RFID智能图书馆解决方案之先河，全球拥有1700+RFID智能图书馆客户，具有领先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基

于物联网、大数据和SAAS构架的图书馆管理服务云平台技术，公司推出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解决方案，建立以市（县）馆

为总馆，区县馆、其它乡镇馆、流通站为分馆的公共图书服务体系，分布式数据管理，全面覆盖基层图书馆，实现总馆统一

集中管控，馆内数据互联互通。部署城市书房，搭配读者服务软件，极大程度方便读者获取公共图书资源，并可针对性的服

务于多元化读者需求，最大限度发挥公共资源的利用效率，有效提高全民阅读率。 

3、零售业务 

零售行业是RFID应用增速最快的行业之一，年复合增长率达到40%。远望谷持续深耕零售服饰和无人店业务，通过整合以

RFID为基础的多感知融合技术，加载互联网平台，连接线下实体，覆盖零售全场景，力争成为中国最佳的新零售全场景数

据应用与服务提供商。 

远望谷是一家涉及RFID全产业链的产品与解决方案供应商，在针对零售行业的端到端的价值链上，着力打造自身在大数据

中台的采集与应用核心竞争力。在核心的芯片研发、设备研发、智能制造、智慧供应链解决方案、智慧门店解决方案等方面

提供一站式的整体方案，成为支撑零售生态环境的技术服务商之一，支撑零售大数据采集和应用的平台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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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8,849,638.04 437,891,734.33 43.61% 530,751,38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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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43,231,193.73 -179,030,863.70 515.14% 2,269,374.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566,969.00 -255,675,983.91 102.18% -40,463,881.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430,599.10 -72,145,367.89 70.30% -8,528,965.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047 -0.2420 515.17% 0.00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047 -0.2420 515.17% 0.00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91% -11.84% 53.75% -3.02%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2,634,026,583.76 2,159,202,820.05 21.99% 2,279,374,165.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13,455,909.20 1,404,206,132.29 43.39% 1,603,592,76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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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66,763.90 189,262,700.72 138,612,420.93 190,807,752.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662,164.22 35,413,707.91 558,143,959.85 98,011,361.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764,269.31 20,774,767.10 -15,077,717.87 -16,894,349.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766,941.10 -50,349,299.04 -14,606,021.83 52,291,66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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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29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01,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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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玉锁 境内自然人 22.50% 166,426,913 0 质押 104,530,000 

陈光珠 境内自然人 4.71% 34,866,728 26,150,046   

陈长安 境内自然人 2.41% 17,828,760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44% 3,228,800 0   

周敬长 境内自然人 0.39% 2,881,905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南方大数据

100 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35% 2,619,900 0   

刘存香 境内自然人 0.30% 2,182,5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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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27% 2,019,539 0   

周敏 境内自然人 0.25% 1,853,314 0   

李丽 境内自然人 0.20% 1,499,3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徐玉锁先生与陈光珠女士为夫妻关系，为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刘存香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182,500 股。 

公司股东周敏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0,516 股，还通过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832,798 股，实际合计持有 1,853,314 股。 

公司股东李丽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499,3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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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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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28,849,638.04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3.6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743,231,193.73元。报告期内公司业绩变动较大的主要原因为：  

1、公司聚焦内生式增长为主的战略，强化内部精益管理，扎实有效开展各项经营活动，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综

合毛利稳中有升； 

2、2019年6月，基于公司发展战略和投资规划，聚焦公司主营业务，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子公司昆山远望

谷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昆山远望谷物联网产业园有限公司100%股权的交割，报告期本项交易给公

司带来的投资收益金额为1.42亿元； 

3、2019年9月，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所持有的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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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603508）股权从按照长期股权投资列报变更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列报，并按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因该项权益工具投

资确认和计量的核算方式变化，给公司带来的投资收益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金额合计为6.89亿元。 

2019年，公司继续坚持“内生+外延式发展”的经营发展模式，聚焦内生式增长为主的战略，强化内部精益管理，扎实有效

开展各项经营活动，主营业务持续聚焦铁路、图书、零售三大行业RFID应用市场，积极探索纺织洗涤、智慧文旅、烟酒防伪

及其他新兴行业的RFID垂直应用解决方案，努力开拓RFID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的应用，推动物联网产业的发展。 

2019年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一）市场营销 

1、铁路市场 

公司自创立至今，在铁路行业耕耘二十多年，围绕RFID核心技术，不断探索RFID+IOT在铁路系统的应用。成功地开发出

了一批RFID+温度、RFID+压力等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专用电子标签及相关的RFID应用系统，为铁路深化改革和安全运营及中

国智慧铁路建设贡献技术和力量。2019年，在巩固中国铁路传统RFID产品的市场的基础上，积极推动新技术、新产品在铁路

的应用。针对智慧铁路建设中大量新的需求，加大新产品、新系统的研发投入，不断开发适应中国铁路改革发展需要的系统

解决方案，为建设中国智慧铁路做出更大贡献。 

2、图书市场 

2019年度，图书市场竞争白热化，竞争品牌逐渐增多，市场呈红海趋势，面对市场的挑战，公司推出无感借还通道、温

控感应通道、杀菌借还书机等实用型创新产品，建立行业领先的创新体系，坚守“工匠精神”为RFID智慧图书馆行业添砖加

瓦。其中，公司中标“驻马店市城市书房自助设备采购（A包）”项目，共16个城市书房，成为公司在河南省及周边地区的

城市书房标杆项目。 

针对集成化方向发展的市场趋势，公司整合融入集成产品的开发，优化产品功能，并与知名品牌公司强强联合，如与FET

公司合作，成功中标宁波诺丁汉大学RFID智能图书馆项目，实现了国际协同，共建共享、合作共赢。 

同时，结合未来图书馆无边化、无线借书的趋势，以云计算和大数据为基础，打造图书馆智慧空间、无感借阅通行、半小时

阅读圈等，实现图书馆资源调配共享，助力智慧化和数字化图书馆发展。 

3、零售市场 

2019年，公司积极打造RFID智慧零售综合服务云平台，利用RFID+多感知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为客户提供了

可适应、可组合多种场景的RFID零售应用云服务解决方案，提供了利用RFID可追溯性特性和供应链历史数据，改进供应链风

险评估和预测的大数据技术解决方案。 

在服饰零售领域，远望谷是全球领先的服装零售物联网解决方案供应商，公司研发的单品级零售供应链与门店管理物联

网应用解决方案，着力于数字化供应链和智慧门店的搭建，已在国内外诸多大型服装企业成功落地实施，助力服饰企业早日

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成为国内服饰行业最具竞争力的解决方案。 

4、国际市场 

报告期内，公司国际业务收入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约为32.86%，公司借助国际市场完成向物联网解决方案深度广

度发展的产业布局： 

（1）开拓以美国为主的国际图书馆业务，达成在美国三四个州的战略布局项目落地，同时在国际高端市场为远望谷图

书馆解决方案产品国际化打下坚实的用户基础。 

（2）完成智慧洗涤向智慧布草价值链高端迁移的产品准备，Acuity网页端系统的推出使得现有RFID系统追踪功能与酒

店等用户后台供应链系统无缝连接，达成数据应用于决策和用户成本在物联网数据化处理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增强最终用户

数字化转型的投资回报，也带领RFID在洗涤业应用向物联网和互联网业态进一步融合发展。 

（3）在手持机领域定位高端产品形态，结合国内外研发资源趋前定义新一代领先产品的功能形态以及与物联网大数据

处理系统的结合，为中国智造在国际市场的细分领域奠定话语权及后发优势的坚实基础。 

同时，产品研发方面加强与国内协同，在新标签设计、新产品开发、业务解决方案等领域和国内事业部充分交流，加强合作。

在此基础上，大幅度管理优化各分子公司重点开支项目立项审批及费用成本优化管理机制，提升国际业务盈利能力。  

5、智慧文旅市场 

2019年，智慧文旅事业部上下一心，咬紧目标，深挖市场需求，实现业绩突破： 

（1）拓展业务渠道通路：2019年，新签合作景区超过100家，实现累计合作景区超过250家，为业绩发展提供了有效支

撑。 

（2）发展头部标杆客户：大力开发国内各类型的头部、大客流关键景区客户，与包括东方明珠、宽窄巷子、长隆海洋

王国、慕田峪长城等景区签约合作，建立了市场标杆案例并获取了稳定的营收增长。 

（3）搭建事业合伙生态与机制：公司围绕“物联网+智慧文旅”战略吸纳行业关键人才，通过事业合伙机制创建长期价

值共享的创业生态圈，开发出包括全域护照游历系统、智慧文创、互动多媒体等多个面向文旅产业的行业解决方案。 

6、品牌建设及销售管理 

（1）品牌建设 

2019年，为提升远望谷的品牌形象,夯实行业品牌地位，保持先入优势，公司积极参与RFID行业相关展会及行业高峰论

坛等活动，通过展示及交流，着力推广新方案、新产品及重点应用行业实例。同时，结合网络宣传的新特点，公司也加强了

对官方微信公众号维护，发布多篇具有影响力宣传文章，取得较多关注，并让广大投资者能全面、深入地了解远望谷。2019

年，公司坚持在RFID行业深耕细作，积极拓展新的行业应用，获得了行业的认可。主要获得了以下奖项： 

 2019中国物联网产业领航与创新应用典范评选——RFID解决方案领航企业； 

 第十二届IOTE2019“金奖”--XC-RM835超高频读写模块； 

 2018年度广东省物联网协会“优秀会员”单位、2019杰出品牌形象奖； 

 2018“智慧之星”最受欢迎智慧门店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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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鞋业智造创新服务奖； 

 2018“物联之星”最有影响力RFID固定式读写器创新产品奖； 

 2018“物联之星”最有影响力RFID电子标签创新产品奖； 

 2018“物联之星”中国RFID行业年度最有影响力成功应用奖。 

（2）销售管理 

2019年，公司加强对销售目标和过程管理的力度，优化和提炼销售管理工具，结合合理的销售激励政策，通过定期的销

售赛马、业绩晾晒、月度目标管理会议等方式提升销售业绩，2019年主营业务销售业绩同比获得较大提升。 

 

（二）技术研发 

2019年，公司持续完善技术开发平台，打造多层级研发体系，围绕战略聚焦市场应用持续优化产品线，提升公司核心竞

争力。2019年公司新增专利30项，其中发明专利8项，实用新型专利5项，外观设计专利17项。各层级的技术研发工作取得了

一定成效： 

1、基础研发 

（1）成功研发新型机车电子标签、固定式八端口读写器； 

（2）依托AEI产品技术平台，成功推出城轨列车定位系统产品； 

（3）小型RFID读写模块系列产品实现规模化应用； 

（4）RFID与传感器相结合的产品研发取得突破； 

（5）增加工艺研发、标签天线、芯片的基础产品。 

2、铁路应用研发 

（1）进一步推广TBDS及铁路零部件生命周期管理解决方案； 

（2）顺利实施AEI机务联网应用及动车组轮对部件管理系统试点项目； 

（3）完成具备测温功能的电子标签的应用试点。 

3、图书应用研发 

（1） 开发11款硬件产品，如隐形门禁、超薄门禁、智能阅览书桌等独具特色、行业领先产品，其中9款产品已量产上

市，并实现了将三年内所有老款产品全部升级换代； 

（2）推出了模块化产品设计理念，使产品研发周期缩短50%以上，物料成本降低30%以上，提高了研发效率； 

（3）启用特色系统软件，如统计分析系统、微信借阅系统、人脸识别系统、信用借还系统等具特色的系统软件，并已

成功在部分图书馆上线使用。 

4、零售应用研发 

（1）打造RFID智慧零售综合服务云平台； 

（2）利用RFID+多感知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开发可适应、可组合多种场景的RFID零售应用云服务解决方案； 

（3）利用RFID可追溯性和供应链历史数据，开发供应链风险评估和提前期预测的大数据技术解决方案。 

 

(三) 组织优化与平台支撑 

1、生产运营 

2019年，公司围绕战略目标，保持对安全生产的高度重视，从体系上做到安全管理全覆盖，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

和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以全过程、专业化管理，提高质量信誉。通过强化生产安全的日常管理，确保消防零事故、

治安零事故；通过加强生产操作的培训及宣导，提高作业人员规范操作的意识，同时落实对生产设备的日常保养管理，合理

安排生产任务，实现生产设备运行零故障。同时，加强对批量生产的成本控制，降低采购成本；通过加强库存管理，优化生

产计划。 

2、财经管理 

2019年,公司坚持对财务管理体系的优化建设，强化内部精益管理，加强对应收账款、成本费用、资金、税务、内控风

险等方面的管控，强化管理职能，保持较为稳健的财务结构。 

加强总部集约化管控，提升国际化管理能力，提升公司抗风险能力；加强应收账款管理，通过定期组织会议，绩效考核等方

式督促款项的回收，提升资金的流动性；积极开拓新的融资渠道，融资成本有所降低。2019年公司取得国内权威资信评估公

司“AAA”资信等级。 

同时，实施信息系统的优化和建设，解决业务发展增长对信息化的管理需求，向智慧财务迈进。 

3、内控管理及规范运作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完善治理结构，持续加强内控管理工作，建立审计跟踪管理平台，提高审计整改事项的完成度。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要求，严把信息披露职责，确保经营管理合法合规、资产安全、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准确

完整，提高经营效率和效果，促进实现公司发展战略。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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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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写装置 174,714,171.52 83,436,543.19 47.76% 16.70% 39.10% 7.69% 

电子标签 256,278,849.96 85,812,418.17 33.48% 26.27% 23.40% -0.78% 

备品备件及其他 77,641,420.16 29,803,142.55 38.39% 24.94% 180.77% 21.30% 

开发产品 91,639,167.43 39,557,556.61 43.17% 100.0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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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财政部修订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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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会计准则（上述四项准则以

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并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详情请参见2019年4月27日公司

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1）。 

2、2019年4月30日，财政部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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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

称“财会[2019]6号文件”）, 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财会[2019]6号文件的规定编制财务报

表，公司根据相关规定，按照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已执行新金融准则、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对相关

财务报表项目进行调整。详情请参见2019年8月26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91）。 

3、为解决企业在合并财务报表编制中的实际问题，财政部于2019年9月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以下简称“《修订通知》”），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同时将《财政部关于修

订印发2018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1号）废止。按照上述通知及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和要求，公司对

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详情请参见2019年10月30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114）。 

4、2019年9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成世毅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603508，

以下简称“思维列控”）非独立董事职务，且不担任思维列控任何职务。截至2019年9月30日，公司持有思维列控8.37%股权，

因不再拥有思维列控董事会席位，且该持股比例相较思维列控实际控制人合计 46.78%的持股极低，公司对思维列控失去了

重大影响，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投资方丧失了对被投资单位的重大影响的，剩余股权应当

改按《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有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详情请参见2019年10月23日公司于巨潮资

讯网披露的《关于会计核算方法发生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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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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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新设孙公司西安远望谷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1月，新设孙公司Invengo Textile Holdings Limited。 

2019年3月，新设孙公司上海慧永智能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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