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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通合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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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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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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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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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761,503.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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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合科技 股票代码 300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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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佳霖 郭巧琳 

办公地址 石家庄高新区漓江道 350 号 石家庄高新区漓江道 350 号 

传真 0311-67300568 0311-67300568 

电话 0311-67300568 0311-67300568 

电子信箱 zhujialin@sjzthdz.com guoqiaolin@sjzthdz.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电力电子行业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收购了军工电源制造商西安霍威电源有限公司后，形成了

智能电网、新能源汽车及军工装备三大业务领域的产业格局。 

在智能电网领域，公司主要产品包括电力操作电源，电力用UPS/逆变电源和配网自动化电源。电力操作电源主要包括

电力操作电源模块及配套的监控系统、直流电源系统和智能交直流一体化电源系统，主要应用于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电厂

等电力企业以及钢铁冶金、石化等非电力企业。其中，智能交直流一体化电源系统不但直接为变电站设备提供各类电源供给，

而且通过集中监控的应用大大提升了设备的互操作性，实现在一个平台上对整个变电站电源的交直流系统、逆变系统、通信

进行监控，实现了不同直流、交流、通信电源系统的统一协调使用，提高了系统网络化、智能化程度。电力UPS/逆变电源

产品主要应用于变电站用智能交直流一体化电源系统。配网自动化电源主要包括24V、48V两个电压等级，300W、500W两

个功率等级，单路、双路两种系统拓扑，以及适应电池和超级电容不同负载形式的产品，主要应用于电力配网系统F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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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U等直流供电系统。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公司作为最早涉足国内充换电站充电电源系统(充电桩)及电动汽车车载电源领域的企业之一，主要

产品包括充换电站充电模块、充换电站充电电源系统（充电桩）解决方案、车载电源等。公司在充换电站充电模块方面持续

打造高可靠性、高效率的充电模块产品，响应主流市场需求快速推出了符合并优于国网“六统一”标准的核心充电模块产品以

及大功率高能量密度30kW充电模块，并以上述产品为平台打造系列产品提升市场占有率。后续将针对性地研发双向充放电

模块，通过对拓扑结构、安全和能量控制技术等方面研究，解决充电系统的双向有序充放电问题；通过研发充电模块和双向

充放电模块的自动化制造技术，解决智能分布式充电系统的产业化应用问题。在车载电源方面将继续围绕物流车、商用车和

专用车提供定制化服务，提供系列电源和多合一产品。 

在军工装备领域，子公司霍威电源现有产品主要为中小功率电源模块、电源组件及定制电源，公司通过推进霍威电源的

低功率DC/DC电源模块、大功率DC/DC电源模块、三相功率因数校正模块以及多功能国产化军工电源的研制与产业化，拓

展延伸公司的业务覆盖面及渗透力度，同时积极开展军工装备检测服务，为军工客户提供更为丰富的产品、服务以及整体解

决方案，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公司在军工装备领域的市场竞争力，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1、智能电网领域 

（1）主要业务 

目前公司智能电网领域业务主要包括三大方向： 

①电力操作电源：公司具备电力操作电源模块及配套的监控系统、直流电源系统和智能交直流一体化电源系统等全系列

产品的研发、生产和营销能力。其中，电力操作电源模块是公司的核心产品，该系列产品包括：220V和110V两个电压等级，

自冷和风冷两个产品规格，0.8kW、1.5kW、3kW、6kW、9kW、12kW等多个功率等级，市场占有率长期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公司的直流电源系统是由电力操作电源模块及监控产品、直流配电等组成的直流电源系统，主要满足10Ah至3000Ah等多个

容量等级的直流系统要求，广泛应用于电力系统、冶金、钢铁、化工、轨道交通、电气化铁路、城市地铁、市政建设、厂矿

企业等领域。公司的智能交直流一体化电源系统是由电力操作电源模块及监控系统、通信电源、逆变器、交直流配电等组成

的交直流电源系统，可广泛应用于10kV、35kV、66kV、 110kV、220kV、330kV、500kV、750kV、1000kV等电压等级的变

电站等重要场所。 

②电力用UPS/逆变电源：公司具备电力UPS/逆变电源产品的研发、生产和营销能力。电力UPS/逆变电源产品主要应用

于变电站用智能交直流一体化电源系统，主要包括3kVA、5kVA两个功率等级。 

③配网自动化电源：公司具备电力系统配网自动化电源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能力。产品主要包括24V、48V两

个电压等级和300W、500W两个功率等级，单路、双路两种系统拓扑，以及适应电池和超级电容不同负载形式的产品。主要

应用于电力系统配网自动化系统FTU、DTU等直流供电系统。 

 
（2）经营模式 

公司智能电网领域产品的销售模式以直销为主，通过投标、商务谈判等方式获取订单，生产一般采取库存加以销定产模

式。公司聚焦大客户战略，持续关注大客户需求的变化，加强有关客户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研发、设计、

生产和销售模式，根据市场需求及自身情况独立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公司在保持智能电网设备智能制造业务优势的基础上，

坚持自主创新的技术发展道路，多年来致力于新产品的研发和制造工艺的改良，并不断参与行业相关产品标准的讨论和制定。 

（3）行业发展情况及趋势 

近年来国内电力投资处于长期景气周期，电网基础建设特别是特高压线路建设投资加强，电气装备制造业市场前景广阔。

3月15日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要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国家电力投资重点逐渐转向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

为智能电气装备、电力物联网、能源互联网领域的业务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同时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政策的实施，沿线国

家的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相对增加，给国内智能电网行业提供很大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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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公司智能电网领域业务的发展趋势，主要与以下两个方面显著关联： 

①电力操作电源和电力UPS/逆变电源：电力操作电源模块和电力UPS/逆变电源及配套的监控系统是直流电源系统和智

能交直流一体化电源系统的核心部件，直流电源系统和智能交直流一体化电源系统主要应用在电网、发电等领域，为电力自

动化系统、通讯系统、远方执行系统、高压断路器的分合闸、继电保护、自动装置、信号装置提供交直流不间断电源。随着

国内特高压线路新一轮的建设高潮，需要配备各电压等级的变电站；西南地区多座大型水电站的建设，国内多个光伏发电、

风力发电、垃圾发电等多种新能源发电项目的建设，需要装备大量直流电源系统和智能交直流一体化电源系统。随着以新能

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新能源发电对化石能源发电替换将进入持续高速的发展期，对直流电源系统和智能交直流

一体化电源系统的需求也将随之显著提升，为电力操作电源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②配网自动化电源：发改委在《国家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中指出，将“升级改造配电网、

推进智能电网建设”作为重点发展任务。《规划》明确指出将实施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工程，推进东中部地区城乡供电服务

均等化进程，逐步提高农村电网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水平，推进配电自动化建设，根据供电区域类型差异化配置，整体

覆盖率达90%，为电力系统配网自动化电源制造行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有效保障。在国家投资层面，国家能源局下发的《配

电网建设改造行动计划（2015~2020年）》文件中明确配电网建设改造投资不低于2万亿元，大资金的投入为行业注入了强劲

动能。配电网工程具有数量多、建设周期短等特点 ,是泛在电力物联网建设的攻坚领域，目前的配电网在智能终端配置、通

信网覆盖、与客户互动及大数据管理方面，还需要加大规划和建设的力度，“十四五”期间配电网迫切需要加快推进高质量发

展，从而为电力系统配网自动化电源行业的良性快速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4）所处行业地位 

公司从事电力操作电源行业超过20年，对行业发展有着深刻的理解与洞察，具备电力操作电源模块、电力UPS/逆变电

源、配套监控系统、直流电源系统和智能交直流一体化电源系统等全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营销能力。其中，电力操作电

源模块是公司的核心产品，市场占有率长期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经过20多年的创新与耕耘，依托公司核心专利技术所形成的

产品优势以及良好的市场基础，公司在行业内始终保持领先的技术研发和营销水平，与同类企业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处于

行业领先地位。 

电力系统配网自动化电源是电力操作电源模块技术的新应用，公司产品的技术参数、制造工艺、可靠性等方面处于行业

领先水平。 

公司协助组织并积极参与由电网内各委员会和专家参加的行业标准会议，共同提出和讨论行业新产品创新思路，参与行

业内创新技术的研发和项目的实施，为行业发展摸索了更多工业化落地的实际经验，为公司进一步引领行业发展打下了扎实

的基础。 

2、新能源汽车领域 

（1）主要业务 

公司在该领域的主要业务包括充换电站充电模块、充换电站充电电源系统（充电桩）解决方案、车载电源产品的研发、

生产和营销。该领域主要包含三类产品即充电模块、充电桩解决方案及车载电源。充电模块是充电桩的核心部件，也是公司

在该领域的核心产品。公司的充电模块从2007年开始依据行业发展要求已经进行了七代更迭，现有产品以符合国网“六统一”

标准尺寸的20KW高电压宽恒功率模块和30KW高电压宽恒功率模块为主，工作原理是将380V交流输入通过整流逆变转换为

稳定的直流输出；充电桩通过充电模块并联冗余配置，根据使用场景可以灵活调整布置方案，充电功率可从20KW到480KW。

充电桩解决方案基本由监控单元、控制器、充电模块三部分组成，其中监控单元实现人机交互、计费和通信功能，下发响应

指令到控制器，控制器实现控制充电模块、检测开关量、与充电车辆进行BMS通信等功能，根据车辆的实际需求启动充电

模块，为电动汽车动力电池进行充电。车载电源主要包含两类产品：车载OBC充电机和车载DC-DC转换器，其中车载OBC

充电机的作用是将市电交流输入转换为电动汽车动力电池所需的直流，为动力电池充电；车载DC-DC转换器的作用是将电

动汽车动力电池的高压转换为12V或者24V低压，为车上低压蓄电池和其他低压用电设备供电。 

 
（2）经营模式 

公司新能源汽车领域产品的销售模式以直销为主，通过投标、商务谈判等方式获取订单，生产一般采取库存加以销定产

模式。公司聚焦大客户，持续关注大客户需求的变化，持续跟进大客户的项目并为其提供定制化服务，加强客户合作的深度

和广度。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模式，根据市场需求及自身情况独立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公司依托核

心专利技术所形成的产品优势以及良好的市场基础，坚定地走自主创新的技术发展道路，致力于新产品的研发和制造工艺的

改良，并不断参与行业相关产品标准的讨论和制定。 

（3）行业发展情况及趋势 

①充换电站行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行业作为新基建中的七大重点之一，成为国家重点投资行业，未来市场发展空间巨

大。2012 年末我国公共充电桩保有量为1.8万个，2014年年底我国交直流充电桩为3.1万个。此后的2015年和2016年，受新能

源汽车大规模普及和相关政策扶持的影响，公共充电桩保有量增速分别高达115.7%和185.3%。之后，充电桩保有量年增速

放缓，但每年同比增幅仍超50%以上。中国充电联盟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2月底全国已建成充电桩168.1万台。根据《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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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规划，2021年起，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新增或更新公交、

出租、物流配送等公共领域车辆，新能源汽车比例不低于80%。 

参照规划，目前充换电站建设存在很大缺口，已成为制约新能源汽车推广的瓶颈，因此充换电站行业作为新能源汽车发

展的重要支撑，同时得益于本轮新基建的投资拉动，市场发展空间巨大，行业中具备技术优势和深厚市场积累的企业将迎来

新的发展机遇。 

 ②车载电源：2020年3月31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将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和免征购置税政策延长2年至2022年，继

续大力扶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为车载电源市场提供了广阔的成长空间。 

（4）所处行业地位 

公司作为最早涉足国内充换电站充电电源系统(充电桩)及电动汽车车载电源行业领域的企业之一 ，具备领先的技术优

势和深厚的市场积累。充电模块作为充换电站充电电源系统（充电桩）的核心部件，一直是公司研发与推广的重点聚焦方向，

作为业界率先推出符合国网“六统一”标准的20 KW高电压宽恒功率模块厂家之一，公司在该行业处于领先地位。  

经过多年的耕耘，公司车载电源产品广泛应用于众多大型整车厂商。同时公司加强市场推广力度，提高对客户需求的感  

知力，在商用车领域保持优势地位。 

3、军工装备领域 

（1）主要业务 

子公司霍威电源是国内集军工电源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于一体的具备核心竞争优势的专业军工产品供应商。产品

包括电源模块、电源组件及定制电源，主要应用于航空、航天、机载、弹载、兵器、舰船、雷达、通信等军事装备领域。 

 
（2）经营模式 

由于军工行业的特殊性，产品多以客户定制化为主，其生产模式为“以销定产”，销售模式主要是直销。 

霍威电源的客户主要为军工单位及军工科研院所，根据客户订单的要求进行研发、生产和销售，通过向客户提供高性能、

高可靠性的电源和电源模块，参考市场供需情况、客户订单数量、产品生产成本及合理利润空间确定产品市场价格，最终获

得产品销售后利润。 

（3）行业发展情况及趋势 

我国国防开支预算持续保持较高的增速，2021年的国防开支计划约为1.3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8%。在周边形势动

荡不安，国际战略格局深刻演变的背景下，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发展需求十分迫切，国防开支未来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国防

开支的稳定增长将给公司的军工业务形成有效支撑。 

近年来，国际贸易摩擦和大国博弈不断加速军工产品的国产化替代进程，电子元器件国产化已成为国家的重要战略部署，

军用电子设备的国产化也正在持续推进中。随着国内厂商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以及军工装备国产化进程的加速，国内厂商

在军工电源市场的竞争优势显著增强。 

（4）所处行业地位 

霍威电源是专业从事军工电源研发和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经过多年来的发展及技术积累，其已成为应用范围涵盖军事

装备领域最广的企业之一，工艺技术和产品质量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军工电源的设计开发能力、产品制备技术和产品性能指

标等整体技术在业内处于上游水平。 

    公司通过推进霍威电源的低功率 DC/DC电源模块、大功率DC/DC电源模块、三相功率因数校正模块以及多功能国产化

军工电源的研制与产业化，拓展延伸公司的业务覆盖面及渗透力度，同时积极开展军工装备检测服务，为军工客户提供更为

丰富的产品、服务以及整体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长期的保障能力，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公司在军工装备领域的市场竞争力，

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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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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320,586,339.11 276,716,689.50 15.85% 161,987,384.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497,343.25 30,009,227.48 38.28% -14,165,214.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008,344.82 22,488,165.13 -37.71% -22,460,561.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24,177.72 -9,861,596.35 49.05% -34,509,914.4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 0.19 36.84% -0.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 0.19 36.84% -0.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95% 4.97% 0.98% -3.41%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929,744,081.85 860,129,687.87 8.09% 516,015,075.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95,089,678.17 676,552,248.67 2.74% 413,756,03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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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37,675.06 63,364,940.38 105,427,634.77 137,256,088.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979,631.77 4,055,016.55 19,919,162.21 34,502,796.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091,575.64 2,544,130.62 18,183,338.84 11,372,451.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57,006.02 -1,221,262.00 -17,032,432.84 20,686,5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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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46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5,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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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彤颖 境内自然人 17.89% 28,757,002 0   

马晓峰 境内自然人 14.93% 24,005,754 20,001,439 质押 7,7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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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谦 境内自然人 13.02% 20,930,414 0 质押 3,219,998 

常程 境内自然人 3.57% 5,738,705 5,095,044   

祝佳霖 境内自然人 2.94% 4,724,761 3,693,571   

沈毅 境内自然人 2.58% 4,154,053 3,554,683 冻结 100,000 

陈玉鹏 境内自然人 2.24% 3,599,117 3,599,117   

杨雄文 境内自然人 1.95% 3,138,100 0   

董顺忠 境内自然人 1.84% 2,957,140 2,956,980   

徐卫东 境内自然人 1.16% 1,871,94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贾彤颖与马晓峰为一致行动人；贾彤颖是杨雄文舅舅；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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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在董事会监督和指导下，公司管理层坚定贯彻公司发展战略，制定并推行经营计划，积极应对新冠疫情和产业

环境的新变化，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不断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和营销推广力度，促进产品服务升级，融资活动有序开展，确保

了企业生产经营的有效推进和运营质量的全面提升。 

（一）2020年公司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尽管受到新冠疫情的不利影响，公司经营团队践行“有追求、能创造、敢担当”的使命要求，调动一切积极因

素，充分发挥自身的营销推广和技术研发优势，实现了智能电网、新能源汽车和军工装备三大战略领域营业收入的全面增长。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2,058.6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5.8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149.73万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38.28%。 

（二）运营管理不断提升 

在日常经营中，公司采取一系列举措，确保了公司经营业绩的稳定增长和运营质量的全面提升，具体如下：统筹规划，

执行战略部署，为公司未来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明确目标，推行目标管理，进行目标分解并推进落实；统一思想，构建以

业务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的价值链和评价体系，激发组织活力，打造以奋斗者为本的创业型团队；聚焦业务，抓好市场和

产品，关键环节加大投入，增强核心竞争力；并购整合，发挥协同效应，提升公司在军工装备领域的产品竞争力和市场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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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启动再融资，为公司长期发展提供新的成长动力。 

（三）再融资有序开展 

报告期内，公司组织筹划并积极有序开展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再融资活动。 

2020年12月12日，公司披露了《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等公告，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超过37,0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基于电源模块国产化的多功能军工电源产业化项目 22,452.98 19,500.00 

2 西安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8,006.11 7,5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10,000.00 10,000.00 

合计 40,459.09 37,000.00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推进公司实现发展目标，巩固和提升军工电源的行业地位，为客户提供长期保障；

同时，建设标准化技术研发中心，将为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布局提供强有力支撑；合理运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能够进一

步优化公司资本结构，增强公司资金实力，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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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换电站充电电

源系统（充电桩）

及电动汽车车载

电源 

85,671,416.58 16,885,133.41 19.71% 18.02% 7.31% -1.97% 

电力操作电源 99,587,364.71 38,746,270.51 38.91% 19.42% 20.05% 0.20% 

定制类电源 112,668,186.06 69,667,044.33 61.83% 3.11% 0.01%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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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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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及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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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本公司于2020年1月1日

起执行新收入准则以及通知，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新收入准则取代了财政部于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15号—建造合同》(统称“原

收入准则”)。在原收入准则下，本公司以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新收入准则引入了收入确认计量的“五

步法”，并针对特定交易或事项提供了更多的指引，在新收入准则下，本公司以控制权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本公司依据新收入准则有关特定事项或交易的具体规定调整了相关会计政策。依据新收入准则的规定，根据履行履约义

务与客户付款之间的关系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合同资产或合同负债。同时，本公司依据新收入准则对与收入相关的信息披露

要求提供更多披露，例如重要合同或业务与履约义务相关的信息和与分摊至剩余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相关的信息，包括履约

义务通常的履行时间、重要的支付条款、公司承诺转让的商品的性质（包括说明公司是否作为代理人）、公司承担的预期将

退还给客户的款项等类似义务、质量保证的类型及相关义务等。 

本公司对收入来源及客户合约流程进行复核以评估新收入准则对财务报表的影响。本公司的收入主要为销售产品和检测

服务取得的收入，收入仍在客户验收时点确认。采用新收入准则对本公司除财务报表列报以外无重大影响。 

2.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本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1月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各项目的影响汇总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会计政策变更前2019年12月31

日余额 

新收入准则影响 会计政策变更后2020年1月1

日余额 

负债：    

预收款项 1,516,374.82 -1,516,374.82  

合同负债  1,341,924.62 1,341,924.62 

其他流动负债  174,450.20 174,450.20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会计政策变更前2019年12月31

日余额 

新收入准则影响 会计政策变更后2020年1月

1日余额 

负债：    

预收款项 1,057,591.37 -1,057,591.37  

合同负债  935,921.57 935,921.57 

其他流动负债  121,669.80 121,669.80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本公司于2020年8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公司执行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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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2月30日公司新设成立陕西通合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将其纳入合并范围。本期陕西通合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和

西安通合电子有限公司无实际业务发生。2021年3月17日，西安通合电子有限公司已完成注销程序。  

具体合并范围如下： 

公司全称 公司类型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是否合并报表 

西安霍威电源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 西安 制造和服务 5,000.00 100.00 是 

河北通合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 石家庄 制造、建设和服务 1,000.00 100.00 是 

陕西通合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 西安 制造和服务 5,000.00 100.00 是 

西安通合电子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 西安 制造和服务 3,000.00 100.0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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