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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827                           证券简称：上能电气                           公告编号：2021-012 

上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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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 2020 年年度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均无异议。 

公司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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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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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333,6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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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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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能电气 股票代码 30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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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运萍 万迎花 

办公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和惠路 6 号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和惠路 6 号 

传真 0510-85161899 0510-85161899 

电话 0510-83691198 0510-83691198 

电子信箱 stock@si-neng.com stock@si-neng.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营业务介绍 

   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电力电子产品研发、制造、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专注于电力电子变换技术，运用电力电子变换

技术为光伏发电、电化学储能接入电网以及电能质量治理提供综合解决方案。 

   1、逆变器 

   •集中式逆变器：公司可提供1500V和1000V两条技术路线的产品，其中1500V产品功率段包含1000/2000/2500/3125kW，

1000V产品功率段包含500/630/1000/1260/2000/2500kW。产品系列齐全，支持高容配比，可根据地区条件灵活安装配置，并

且可以接受电网调度并快速响应支撑电网。此外，还可以提供集成变压器的一体化方案，该方案具有体积小、施工简单、安

装成本低的优势。 

   •组串式逆变器：公司可提供3~250kW全功率段产品，具备三电平+软开关技术、超宽MPPT电压范围等技术优势，可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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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效率最大化，实现分布式电站、大型光伏电站场景全覆盖。 

   •集散式逆变器：公司可提供1000~3150kW功率段产品，具备组串级MPPT跟踪，降低组串失配损失等技术优势，有效提

升发电收益；具备高防护等级及50℃满载高温运行能力，适应高温、高湿、风沙、盐雾等各种恶劣环境，广泛应用于大型地

面、水面、山地等多场景的光伏电站。 

   •智能汇流箱：公司可提供具备16路、24路、32路等规格，兼容大功率组件和双面组件，支持组串级监控，广泛应用于大

型地面、水面、山地、工商业屋顶等光伏电站。 

   •电站运维管理平台：采用物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等前沿科技，面向全场光伏电站的智能管理，高效运维，适用于户用

电站、分布式电站、地面电站、水面电站等多种场景，提升电站收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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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2000-HA-OD/35 

EP-2500-HA-OD/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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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串式光伏

逆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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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散式光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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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储能 

   •交流储能变流器：公司可提供100~3450kW全功率段范围产品，支持多机并联功能，扩展方便；具备完善的保护措施，具

有主动的故障监视和保护功能；适用于发、输、配、用电网侧及微电网等多用应用场合。 

   •直流储能变流器：采用125kW模块化设计，可扩展至MW级或更高；采用碳化硅功率器件，转换效率高，适用于新建光

伏电站和现有光伏电站的改造升级。 

   •储能集成系统：采用磷酸铁锂电池，循环寿命长、一致性高、环境适应性好；系统具备故障早期预警及定位、智能温控、

分级联动，全面保障储能电池系统安全；高度集成、高度智能、高效安全，适用于发电侧、电网侧、用户侧及微电网等储能

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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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流升压一体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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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电能质量治理 

   •有源电力滤波器：产品可覆盖30A~150A全功率段模块容量配置，适用于各种非线性负载造成电流畸变的配电系统，极速、

高效、全面治理低压配电系统谐波危害。 

   •低压静止无功发生器：产品可覆盖30kvar~200kvar全功率段模块容量配置，适用于动态无功需求变化快的配电系统，极

速、精准、无极跟踪补偿，有效防止过补欠补，同时可兼具低次谐波滤除功能。 

   •智能电能质量矫正装置：产品可覆盖30~200kvar全功率段容量配置，适用于电力系统配电台区电能质量治理，以三相不

平衡调节为主，兼具无功补偿和谐波滤除功能。 

有源电力滤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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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静止无功发生器 

 

  

整柜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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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电能质量矫正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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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经营模式 

   公司自成立以来主要经营模式未发生变化，公司始终专注于电力电子变换技术，拥有独立完整的产品采购、研发、生产、

销售及服务体系，深耕电力电子电能变换和控制领域，为用户提供光伏并网逆变、储能双向变流、电能质量治理等解决方案

和系统集成，打造高效、安全、经济、绿色的电力能源。 

   1、销售模式 

   公司光伏逆变器产品和储能双向变流器及系统集成产品的客户多为大型电力公司或大型能源公司，销售模式以直销为主，

主要通过招投标及竞争性谈判的方式取得销售订单。电能质量治理产品的销售以ODM业务为主，主要为系统集成商和运营

商提供配套产品，公司目前正逐步建立自主品牌的销售业务。 

   2、采购模式 

   公司采购物资分为A、B、C三类，针对A类及B类物资，技术部门确定采购物资的种类、型号、技术要求及用量标准 计

划部门根据在手订单情况提出采购需求，采购部门录入SAP系统后，SAP系统自动确认最终采购量，采购部门据此选择供应

商并询价。针对C类物资或临时采购需求由采购部门根据仓储部门所提需求进行采购。 

   针对A类及B类物资，公司建立了合格供应商名录进行供应商管理，针对C类物资，采用市场询价方式确定供应商。 

   3、研发模式 

   公司主要采用自主研发模式，目前已基本形成高效、有序的研发及创新机制。公司的研发流程主要包括立项、概念、计

划、开发、中试、量产五个阶段，具体研发流程如下图所示： 

概
念
阶
段

计
划
阶
段

开发阶段 中试阶段 量产

研发主流程 供应链

 
  4、生产模式 

  公司生产模式主要为以销定产，即根据市场订单需求和与客户沟通的项目供货计划来综合制定生产计划，并据此确定原材

料采购计划和具体的生产作业计划。对于通用性较强的物料，公司会根据订单情况和发货的季节性提前安排备货，以及时调

整库存水平，保证在发货高峰期能够按照客户的需要及时发货。 

   （三）业绩驱动因素 

   1、光伏发电行业前景明朗 

   在国家政策驱动和环境保护需求两大因素的共同推动下，我国光伏产业发展迅速，光伏装机量逐年增长，根据中国光伏

行业协会统计，2020年全国新增光伏并网装机容量48.2GW，同比上升60.1%，累计光伏并网装机容量达到253GW，新增和

累计装机容量均为全球第一，预计2021年光伏新增装机量将超过55GW,累计装机量有望达到约308GW， 2020年全球新增装

机可达130GW，“十四五”期间，全球每年新增光伏装机可达210-260GW。随着化石能源日渐枯竭，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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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中国作为《巴黎协定》的缔约方之一必将为全球气候变化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成为积极的实践者，

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20年1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气候雄心峰会上宣

布：“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

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美国、欧洲等发达国

家也非常重视新能源的发展，印度、中东、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也快速加入，共同推动光伏发电等新能源的发展，未来全球

光伏行业发展前景广阔。 

   2、储能行业发展奠定基本路线 

   储能市场经过多年的发展，一直在探索自身发展的市场机制和商业模式。2020年，中国电网侧储能明显呈现向发电侧转

移的趋势，多个省份都开始考虑要先于电力现货市场构建储能参与的辅助服务机制，数字化和综合能源服务为储能融入电网

创造了新的方向，可再生能源+储能的发展模式也越来越被认同为未来趋势，五大电力集团在光伏领域布局提速，也将进一

步促进储能产业的发展，2020年上半年，超过10省份出台强制或鼓励新能源电站配置储能政策。截止2020年底，中国储能行

业突破了1500元/KWh系统成本的关键拐点，电化学储能项目呈爆发式增长，首次突破GW大关，新增装机量1.56GW。根据

《储能产业研究白皮书2021》统计，2020年全球新增投运电化学储能项目规模达4.46GW，规划、在建项目规模超过36GW

绝大多数是应用在风光发电侧的项目。2020年是“风光＋储能”实现平价的重要时点，为未来储能行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确

定了基本路线。 

   3、公司研发创新能力不断提升 

   公司深耕电力电子电能变换和控制领域数十年，积累了丰富的市场经验和技术储备，持续关注行业发展需求，深挖客户

解决方案，不断创新产品，优化产品，致力于产品的成本增效。坚持自主研发，持续引进优秀人才，不断优化研发项目管理

体系，培养优质研发人才，加强研发人才队伍的建设。报告期内，不断创新产品，加快自主研发成果的转化和产品迭代速度，

新推出了1500V/250kW大功率组串式逆变器、1500V/2.5~3.45MW大功率储能变流器等创新产品，进一步丰富了公司产品线

及产品应用领域，同时，通过大量的研发改进，不断降低公司产品的生产成本，能够为客户提供更具性价比的产品。 

  （四）公司所处行业发展格局 

   1、光伏发电行业 

   中国光伏行业经过2018年“531”政策的考验，并随着新技术工艺的推广应用和非技术成本的持续压缩，光伏发电成本持续

下降，基本实现了向无补贴平价的过渡，目前持续降本仍有空间，全球平价上网也将逐步实现。中国逆变器企业通过对于降

本增效的追求，性价比优势凸显，随着部分海外逆变器企业退出市场，中国逆变器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在中国国内光伏装机需求持续向好的情况下，加快海外市场和渠道的拓展将给中国光伏企业带来蓬勃的发展空间。根据IHS 

Markit 预测2021年国内光伏新增装机在60GW左右, 全球将新增装机将达180GW以上，2022年将接近200GW。2020年是我国

“碳中和”元年，除中国以外，美国、日本等重要经济体也陆续提出来碳中和时间，光伏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从全球

光伏装机类型来看，大型地面电站占比半数以上，以中国、印度、美国三大光伏市场为主，欧洲、澳洲等发达国家则以户用、

工商业光伏项目为主。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的统计，2020年国内大型地面电站占比为67.8%，分布式电站占比为32.2%，

随着各省市新能源发电项目的陆续公布，预计2021年大型地面电站的装机量占比将进一步提升。 

   2、电化学储能行业 

   储能对新能源的利用具有重大意义，是能源革命的重要环节。随着光伏及风电越来越多的开发应用，面对其波动性、间

歇性及转动惯量缺失导致的非灵活调节等先天困境，储能技术已成改善用电质量、维持电网稳定的破题之径，正在扮演着越

来越重要的角色。报告期内，内蒙古、山西、山东、湖北、贵州、河北等地均出台了要求新能源发电项目配套储能的相关文

件，另外在新疆、甘肃、东北、山西、山东、青海、湖南等地也出台了电力辅助服务市场交易规则文件。随着政策支持力度

加大、市场机制逐渐理顺、多领域融合渗透，储能成本的持续下降，我国储能项目装机规模快速增加、商业模式逐渐建立，

储能发展市场空间巨大。除了中国，美国、澳大利亚、德国等发达国家也掀起了高潮。美国能源部发布了“储能大挑战路线

图”，欧盟委员会发布了“2030电池创新路线图”，均系统提出了储能未来发展的战略目标。 

   3、电能质量治理行业 

   电能作为现代社会被广泛使用的重要能源，其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和电气设备的使用效率。现代

精密工业、轨道交通、汽车制造、IDC数据中心、石油化工、医院、商业用户等多个应用领域更是对电能质量提出了更高要

求，尤其是随着电力电子装备在各个行业的广泛应用，电力用户对于电能质量治理产品的需求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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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4,012,686.06 922,648,706.51 8.82% 846,724,454.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7,453,569.54 83,842,866.70 -7.62% 70,860,370.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56,669,952.36 73,764,875.71 -23.17% 69,037,68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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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762,289.28 97,876,509.31 -66.53% 166,166,127.0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5 1.52 -24.34% 1.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15 1.52 -24.34% 1.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27% 22.27% -11.00% 23.53%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2,247,159,105.99 1,396,005,394.00 60.97% 1,132,588,108.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44,855,993.43 411,193,165.60 105.46% 334,500,29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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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584,425.13 146,460,881.16 379,395,755.55 372,571,624.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830,660.74 11,527,380.41 25,226,767.89 21,868,760.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834,023.64 6,221,850.78 24,631,855.31 17,982,222.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8,925,740.62 -7,270,905.06 -130,691,986.46 339,650,9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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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8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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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强 境内自然人 21.34% 15,650,000 15,650,000   

段育鹤 境内自然人 13.64% 10,000,000 10,000,000   

无锡朔弘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自然人 8.86% 6,500,000 6,500,000   

陈敢峰 境内自然人 6.82% 5,000,000 5,000,000   

李建飞 境内自然人 3.41% 2,500,000 2,500,000   

无锡云峰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41% 2,500,000 2,500,000   

无锡华峰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7% 2,250,000 2,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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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龙 境内自然人 2.73% 2,000,000 2,000,000   

无锡大昕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52% 1,850,000 1,850,000   

苏民投资管理

无锡有限公司

－苏民无锡智

能制造产业投

资发展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52% 1,850,000 1,8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吴强、公司实际控制人吴超为父子关系。吴强持有朔弘投资 48.95%

的出资份额、云峰投资 33.00%的出资份额、华峰投资 40.89%的出资份额、大昕投资 62.65%

的出资份额，为云峰投资、华峰投资、大昕投资唯一执行事务合伙人。吴超亦持有朔弘投资

4.90%出资份额，为朔弘投资唯一执行事务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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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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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经营情况概述： 

    2020年，新冠疫情严重影响全球经济的发展，公司克服疫情困难，坚持市场为导向，以研发创新为核心竞争力，全年研

发投入7,615.14万元，研发投入占收入比达7.58%，研发投入比上年增加30.24%，不断推出行业领先的产品。报告期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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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推出250KW全新一代大电流組串式光伏逆变器,巩固了行业技术的领先地位；公司继续保持国内地面电站前三的市场份额，

充分发挥已布局的印度、越南等东南亚海外市场优势，2020年印度市场出货达1GW，在印度市场占比达20%以上。 

    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0,401.27万元，较上年同比增加8.8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745.36万元，较上

年同比下降7.62%。报告期公司利润水平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本期主营业务毛利率有所下滑，公司加大研发费用投

入，以及受美元汇率下跌的影响汇兑损失较大。 

    2、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回顾： 

    （一）研发工作 

    1、报告期内，研发团队规模持续扩大，达到179人，研发机构获得扩展，为进一步实施高水平、高质量的研究开发工作，

进一步发挥人才、科技的强劲带动作用，公司积极推进多研发基地建设，以实现在更加广泛的地域获得人才资源，满足公司

产期科研需求。报告期内，新增成都研发中心，未来公司将积极探索多地研发机构的管理机制。 

    2、全年研发投入7,615万元，同比增长30%，研发投入占销售额比重达到7.58%。研发投入的增加有力地支撑了公司整体

研发项目的全面开展。 

    3、研发项目的实施逐渐朝向高水平、高质量要求迈进。 

    （1）重大科研项目“基于有源钳位三电平技术和二相流换热技术的大功率、高电压、高可靠性光伏逆变器系统”，产生了

良好的市场效应和经济效应，成为公司在大功率光伏逆变领域的主要竞争性产品，并获得政府立项。 

    （2）组串式项目朝向大功率方向有序迭代。225KW组串式光伏逆变器项目获得转产，11月份，公司隆重发布了250KW

全新一代大电流组串式光伏逆变器，在行业处于领先地位，具备良好的市场预期。 

    （3）储能产品和系统取得重要的技术突破和规格的完善。上能电气储能系统产品采用自主创新技术，具备面向多场景

应用、单机达到3.45MW超大容量、转换效率超过99%、高可靠性以及低成本等重要特点，独具市场竞争优势。 

    报告期内，推出了1500V大功率储能变流器和储能系统集成产品，可提供1500V单机户外型2.5MW~3.45MW功率段的储

能变流器及储能电池集成系统，并在远景安徽怀远风电场10MW/10MWh储能项目及正在实施的电网侧电力辅助服务项目中

得到应用。 

    2020年，公司自主研发的面向多场景应用超大容量储能变流器系统成功入选无锡市重大科技成果转化资金计划。 

    （4）电能质量产品线完成了中点钳位三电平技术的75A/150A有源滤波器的研发，进一步提高了单个模块的功率密度，

处于行业领先水平；同时陆续完成了100A有源滤波器、75kvar静止无功发生器等一系列原有电能质量产品的技术升级，在切

实满足不同应用领域需求变化的情况下，不断优化电能质量产品性能，提高了公司电能质量治理产品的技术水平，为公司产

品在电能质量治理领域的市场竞争提供了有利的支撑。 

    （5）其它转产项目的优化升级以及降本工作有序进行。 

    4、科技相关工作：2020年申请专利总量66项，其中发明专利22项；完成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第三次申请；获得江苏省

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得国家工信部小巨人和江苏省“专精特新”产品称号。 

    （二）市场工作 

    1、公司市场中心全体员工上下一心，通过奋力拼搏，克服疫情影响，全年实现6GW逆变器的销售，其中国内4.1GW，同

比增长18.88%，海外1.9GW，同比增长27.30%（其中印度市场出货量1GW,同比增长50%，占印度市场份额超过20%；），公

司目前在手逆变器订单达4.9GW。 

    2、光伏逆变解决方案产品、储能产品都获得了良好的市场表现，其中大功率光伏逆变器3.125MW成为公司光伏逆变解

决方案的主流产品，在国内外多个电站现场获得了良好的应用效应，受到广大光伏电站业主的一致好评；组串式光伏逆变器

逐渐形成规模；储能产品市场规模显著增大，全年实现销售收入6014万元，同比增长210%。 

    3、公司克服疫情困难，积极参加行业展会和论坛，努力扩大品牌影响力。报告期内，公司陆续成功参加了全球规模最

大的光伏展会—上海SNEC、上海EP、无锡CREC、韩国大邱GREEN ENERGY EXPO等，向业界展示了新一代创新产品和先

进的解决方案技术，赢得了广大电站投资商的关注和好评。 

    4、全球市场进一步延伸，在充分布局印度市场、东南亚市场的基础上，公司积极开拓欧洲市场和中东市场，多项集中

式、组串式光伏产品获得海外认证。当前正在积极推进海外西班牙公司和迪拜公司的建设运营，以期更好的本地化服务支持

公司的全球化市场战略。 

    （三）产能提升工作 

    1、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供应链系统推迟复工复产。复产后，生产系统勇于抢时间，夺产能。努力配合市场

运营，不断提升产品的交付能力，按时满足了客户的交货需求。 

    2、多生产基地逐渐形成，公司在宁夏同心县投资兴建西北地区生产基地，以支撑西北光伏业务。截止报告期末，公司

共拥有无锡、宁夏、印度三个主要制造基地，供应链也将逐步构建多制造基地的协同管理机制。 

    3、新基建顺利推进，报告期内，公司正式启动了募投项目高效智能型光伏逆变器、储能双向变流器及储能系统集成产

业化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开工建设。总建设面积21941平米，当前已完成项目的主体建设，并取得验收。下一步将推进内

部生产布局的规划，配套工程的建设实施，预计在2021年6月份完成工程建设，下半年完成生产线建设，并正式投产，新基

建项目的实施，将有力提升公司整体产能水平，为公司扩大市场份额做好产业化准备。 

    4、本年度积极关注产业技术工人的培养，供应链协同人力资源部，筹备技术工人的岗位技能培养和技能认定，并成功

申请电气设备安装工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资格，鉴定站的建立将对企业技术工人的职业技能培养和认定提供良好的平台和机制，

从而更好地支持公司产品质量的提升。 

    （四）人才建设工作 

    报告期末，公司拥有员工总数 607人，同比增长10%。其中拥有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人数91人，占员工总数的 15%，大

学本科学历人员211人，占比35%。为适应公司各项业务的全面开展，公司将进一步加大人才引进力度，继续推进面向高校

招聘的“卓越未来”人才计划，实现校园招聘的常态化，并积极探索人才引进的创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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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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伏逆变器 892,580,628.71 221,326,075.18 24.80% 4.92% -7.10%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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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2017年7月，财政部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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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

施行。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国家会计政策要求变更的，

符合相关规定，执行新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的反应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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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公司名称 注册地 注册资本(万元) 业务性质 本期变动情况 备注 

无锡思能 江苏 

无锡 

5,000 电力、热力生产

和供应业 

2020年5月25日新设成立，纳入合并。 设立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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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赛特 四川 

成都 

1,000 研究和试验发展 2020年12月2日新设成立，纳入合并。 设立取得 

阳谷思农 山东 

聊城 

50 畜牧业 2020年9月4日新设成立，纳入合并。 设立取得 

迅邦建设 江苏 

泰州 

1,000 房屋建筑业 2020年8月7日收购迅邦建设100%的

股权，纳入合并，2020年11月9日对

外处置全部股权。 

非同一控制下的

合并 

轩能建设 江苏 

泰州 

1,000 房屋建筑业 2020年8月11日收购轩能建设100%

的股权，纳入合并，2020年10月15日

对外处置全部股权。 

非同一控制下的

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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