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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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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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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华智能  股票代码 002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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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文妍 王垒宏 

办公地址 上海市普陀区西康路 1255号普陀科技大厦 7楼 上海市普陀区西康路 1255 号普陀科技大厦 7 楼 

电话 021-61818686*309 021-61818686*309 

电子信箱 yanhua_sh@126.com yanhua_sh@12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智慧城市、智慧医疗建设、运营和服务的综合提供商”的战略定位，一方面，不断优化业务与收入

结构，逐步扩大软件、云平台、信息技术服务的业务占比，在拓展市场的同时，聚焦于投资回报较高并可长期持续经营的优

质项目；另一方面，紧密关注行业竞争带来的整合机遇，加大技术研发力度，继续深化核心主业，巩固公司的竞争优势。 

（一）主要业务 

智慧医疗与大健康 

延华医疗事业群主要有集团医疗事业部、子公司成电医星、子公司延华医疗研究院、参股公司泰和康等生力军，推进以

健康大数据为主线的“1+3+5”的发展战略，即：1个基础——医院信息化系统，主要产生全民健康大数据；3个平台——智慧

医院信息平台、智慧区域平台、智慧康养平台，重点管理全民健康大数据；5项应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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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机器人五大技术，深入挖掘健康大数据应用，推进精细化、智慧化的公共健康管理模式，加快发展互联网医疗业务。公

司以医院信息化系统为基础，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五大技术为手段，深入挖掘健康大数据应用，

搭建智慧医院信息、智慧区域、智慧康养三层次健康大数据平台，进而助力健全公共卫生大应急管理体系，打造“医防融合、

平战结合”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系统，打造专业化、现代化的三级疾病预防控制网络。 

智慧医院，主要面向二级及以上医院，为医院提供个性化智慧医院全生命周期整体解决方案。包括：对医院建筑及基础

设施进行智能化设计、实施与改造，为医院建设提供医疗辅助智慧服务；面向医务人员的“智慧医疗”，实现以电子病历为核

心的信息化建设、电子病历、影像检验等系统的互联互通；面向医院的“智慧管理”，通过精细化、信息化成本核算，保障医

院内部后勤管理，以实现医院的智慧化管理；面向患者在线化的“智慧服务”，充分利用现有云、网及利用一体机、自助机、

手机等移动设备设施资源，进行预约挂号、预约诊疗、信息提醒、移动端结算等衍生出来的互联网+医疗服务。通过数据标

准化、流程简便化、服务智能化，重点解决医院内医疗数据质量不高、业务协同复杂、服务模式老化等问题，不断提升医院

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 

智慧区域，主要面向省、市、区政府相关主管部门，为区域提供智慧化医疗卫生信息一体化解决方案。医共体是国家重

点推广的县级区域平台，通过建立目标明确、权责清晰、公平有效的分工协作机制，打造服务、责任、利益、管理共同体，

实现区域内医疗资源有效共享，推动形成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接

入区域内各医疗卫生机构和同级卫生健康相关信息平台，实现区域内数据共享、业务协同、指标监管。 

智慧康养，融合医疗、医药、医保，在基层构建基层一体化康养平台。主要包括基础运维、行政监管、机构服务和增值

服务四大板块。基础运维包括：入住机构和用户管理、基础信息和用户权限管理、统一支付和对账、机构服务内容管理等。

行政监管包括：医疗卫生监管和医保监管。机构服务主要指诊所、药店、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站等基层医疗机构提供的

服务，包括：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家庭医生签约、分级诊疗、医保报销、药品耗材采购等。增值服务有两部分，面向居民

的健康资讯、在线问诊、线上购药、预约挂号等服务，面向机构的养老服务、远程监护、上门护理、统一集采、物流配送等。 

报告期内，全国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延华医疗”事业群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从技术到产品，从上线运行到标准编制，

服务涵盖方舱医院的建设与运营。子公司成电医星、延华医疗研究院快速响应，专项开发的远程在线问诊系统、方舱医院远

程发药系统、发热智能辅助问诊系统、隔离病房查房系统、传染病电子病历、重大传染病应急医疗信息管理系统等软件产品

等系统，以捐赠方式在湖北、四川、河北、山东等10省共54家医院进行部署。同时，响应国家（四川）紧急医学救援队需求

开发的方舱医院云HIS平台，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的汉阳方舱医院上线，有力的保障了该方舱医院的抗疫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承接了恒瑞南京创新药物临床研究及医学转化中心医院智能化设计咨询项目，创新推出了智慧医药及生

物科学园区整体解决方案、更新平战结合的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整体智能化信息化解决方案2.0版本。另外，公司参与并承接

了北方药谷德生的设计施工项目，打造智能化智慧化的现代化生物制药产业基地，同时参与设计并承接了湖北省荆州市公共

卫生临床中心智能化建设项目，提供了平战结合的公卫中心智能化设计到实施整体解决方案。 

子公司成电医星、延华医疗研究院组织开发基于云平台架构的新一代云HIS、医院信息集成平台、医共体、互联网医院、

全民健康大数据平台、移动护理、基层一体化康养平台等新产品。其中：新一代云HIS中标泸县中医医院信息化项目，处于

实施阶段；医院信息集成平台在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平顶山市第二人民医院、溧阳市中医医院、柘城中医医院等用户上线

运行；互联网医院在六安市人民医院、河南大学淮河医院上线运行，六安市人民医院已经获取安徽省互联网医院牌照；基层

一体化康养平台在浙江省温州市开始推广；医共体、全民健康大数据平台解决方案正在湖北、河南、四川、云南、重庆、浙

江等多个省份推广，已经中标成都市新都区第二人民医院医共体项目、都兰县健康服务共同体项目，新产品推广带动现有产

品销售效果显著。 

报告期内，子公司成电医星已获得重庆市潼南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宿州埇桥区中医院、华蓥市卫生医疗服务

中心、沅陵县人民医院、遂宁市中心医院等约390家客户的订单。此外，公司深度挖掘现有客户，对已有系统进行运营维护

和优化提升。医院运维服务外包能有效提升医院运维能力，降低运维成本，同时为承包公司带来长期稳定的收益，是一种双

赢模式。公司运维服务外包业务也持续增长。 

绿色节能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顶层设计与咨询 

2020年，咨询板块在新基建、城市更新、智慧建筑、智慧园区和智慧社区等领域和市场持续发力，针对城市数字化转型

与合作伙伴形成业务生态链，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产品应用，研发全新解决方案，升级智慧社区平台，与合作伙伴共同创

新解决方案。咨询业务在新理念、新伙伴和新服务的战略指导下持续开拓智慧建筑、智慧社区、智慧园区和城市综合体等细

分领域项目，咨询板块在合同履行和新项目落地等方面进展良好。 

报告期内，公司入选2020华为智慧地产生态联盟成员，完成上海市服务业引导资金项目-智慧街镇精准服务体系建设项

目，主编《既有建筑智能化改造技术规范》编制完成，参编《智慧园区应用与发展》（上下册）技术专著出版发行。公司承

接后海G80总部大厦智慧建筑咨询设计、横琴华发融盛汇广场城市综合体咨询设计、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大楼咨

询设计、青浦区赵巷镇业煌路南侧G2-02A/G2-02B地块智能化设计、南京秦淮G05地块智能化专项设计等项目，荣光社区智

慧社区平台发布、河滨广场智慧社区工程项目竣工。继续推进仁怀未来城智慧社区平台、成都天府新区超高层项目、杭州奥

体博览双塔超高层弱电设计、中国核建上海科创园建设项目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城市综合体、智慧园区和智慧社区开发、设

计和高端咨询项目，引领公司市场竞争力和项目落地实施能力。 

智慧节能 

随着国家2030年“碳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目标的确定，节能降碳已成为紧迫任务之一，建筑业的绿色发展是实现该目

标的重要领域，公司将依托政策支持带来的产业机遇，协助加速产业能源优化。报告期内，节能业务继续围绕“安全、健康、

绿色、智能”战略核心，进一步强化“以咨询顾问为引领、以数据平台为基础、以节能工程为手段、以智慧运维为保障”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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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全生命周期建设、运营与管理的服务模式。 

在既有建筑节能减排层面，公司聚焦公共机构节能，提供政府绿色发展及碳达峰总顾问服务，开展能耗监测、能源审计、

节能技改、示范创建、运维管理等服务。报告期内，公司持续为上海市级和9个区级主管单位提供政府顾问服务，为近2100

家公共机构提供全过程、专业定制化的技术支持和咨询服务；能源审计楼宇数量超800栋，审计面积约960万平方米；能耗监

测平台覆盖楼宇数量超1200栋，面积超6500万平方米；历年合同能源管理和节能技改项目累计超百个，持续深入探索集中统

一实施合同能源管理、区域批量既有建筑能效提升等创新模式。 

在开展传统绿色建筑及BIM咨询服务的基础上，深入探索绿色生态城区创建、超低能耗建筑认证、SITES可持续场地认

证、低碳工程、全生命周期高效空调系统、基于AIOT的物联云管平台建设等绿色可持续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响应国家及上海市数字化转型号召，将5G通信、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前沿技术融

入平台研发，打造延华RFIM物联云管平台产品，结合多种应用场景，形成智慧物联数字化核心竞争力；为丰富公共机构管

理手段，提升管理水平，定制开发嘉定区公共机构能源管理信息平台，实现公共机构集约化、标准化、信息化管理；为推进

上海市中心城区的绿色低碳和可循环发展，打造了黄浦区重点用能（监控）单位能源管理平台，以及时掌握重点用能单位用

能动态，保障节能工作开展。 

其他综合智慧城市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依托新型智慧城市的发展机遇，继续围绕绿色节能智慧城市，提供“安全、智能、绿色、健康”的全生命

周期解决方案。报告期内，公司承接了包括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共艺术中心、菏泽市职业教育园区、盐城未来科技城、汉峪金

融商务中心凯宾斯基酒店、上海汤臣金桥花园、国网河南郑州西区综合调度楼、邯郸隆基泰和广场、中央民族大学新校区、

金茂重庆空港巴蜀小学等在内的数十个项目，将技术应用于场景，对市场多样化需求提供丰富的解决方案，持续深耕智慧城

市各业态的建设、运营与服务。 

数据中心业务方面，在报告期内，公司克服2020年初疫情带来的种种困难，锻炼和磨合出疫情常态下的业务管理，各部

门协同作战，保障了绍兴瑞丰银行大楼智能化项目与供区2020两会使用的浦东城市规划和公共艺术中心等两个重大项目在疫

情期间的顺利施工，达成了预期进度要求。同时，公司发挥了数据中心专业优势和管理团队的综合协调能力，积极配合上海

证券交易所新大楼数据中心的第三方CQC测试、认证工作，按照A级标准完成施工范围内的数据中心工程项目检测认证方案

的制定、检测流程的编制及与第三方检测机构现场测试认证的数据采集、记录、参数调整与修正等工作，最终保障上海证券

交易所新大楼数据中心如期顺利获得A级机房认证。 

报告期内，公司开拓了上海浦发银行新客户，承接了上海浦发银行合肥综合中心机房电力优化调度项目、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2021年总行机房新增机房区域综合布线系统建设项目采购之合肥机房等项目。同时也顺利承接了银联老客户的中国银联

2020年综合布线定点续约采购项目。 

数据中心作为新基建的组成部分，有着较好的市场前景，因此，公司将充分发挥所储备的专业技术能力与丰富的工程管

理经验，继续借助自身在数据中心建设和综合节能及运维服务方面的多年积累，厚积薄发，一如既往专注此领域的市场开拓，

从技术上不断提高保障市场开拓的竞争力，以为客户提供从数据中心设计、咨询、项目建设，到能源监测与运维服务，涵盖

数据中心建设全生命周期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够为各行业数据中心建设提供延华数据中心特色服务，进而提升集团在数据中

心行业的知名度。 

（二）主要产品 

公司经过多年在智慧城市领域的耕耘，在各领域以顶层设计、项目建设、运营维护的全生命周期的业务模式开拓市场，

运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开发完成的城区节能、环保、医疗、园区、社区以及综合管理平台等软件信息化产

品已全面推向市场。 

智慧医院主要产品：智能化绿色医院解决方案，新一代HIS系统（医院信息系统）、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系统、

互联网问诊系统、远程医疗系统、电子处方流转系统、智能电子病历系统、基于微服务的医院信息（集成）平台、药师审方

系统、全流程医疗质量管理系统、基于AI的临床辅助诊断系统、医院资源管理系统、医疗物联网系统、智能导诊系统、在

线问诊系统、诊间支付系统、智能随访系统、患者360视图、智能运营决策分析系统、患者满意度管理系统、智能化医保控

费系统、医院能效管理系统、医院总值班信息系统平台、医护一体化平台等。 

智慧区域主要产品：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方案，城市智慧救护车云服务平台、城市医疗联合体建设方案、智

慧医疗集团建设方案、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建设方案、医疗资源统一调度平台、人财物一体化管理平台、药品耗材统一管理系

统、基于DRGs的医保控费系统、远程医疗系统、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系统、双向转诊系统、公共卫生管理系统、健康档案管

理系统等。 

智慧康养主要产品：基础运维平台、统一支付和对账系统、机构服务内容管理系统、医疗卫生监管平台、医保监管平台、

诊所管理系统、药店管理系统、村医工作站、药品耗材采购平台、居民服务平台、机构服务管理平台。 

绿色节能智慧城市领域主要产品： 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应用管理平台、智慧工地管理平台、基于云计算技术的

公共信息服务核心平台、上海市排污许可证证后监管系统、能耗监测平台、城区公共信息服务核心平台、物资管理平台、污

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建筑系统集成管理平台、智慧园区管理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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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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9,852,734.08 918,153,080.23 -28.13% 1,135,917,037.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1,756,428.45 23,094,179.69 -1,276.73% -285,704,102.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4,862,200.98 -26,097,149.50 -953.23% -325,784,909.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049,348.91 12,172,307.82 155.08% 37,180,085.8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8 0.03 -1,366.67% -0.4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8 0.03 -1,366.67% -0.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35% 2.71% -40.06% -28.73%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725,408,180.29 2,038,834,530.86 -15.37% 2,005,755,182.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65,578,861.52 863,536,114.98 -34.50% 841,632,79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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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364,923.75 142,097,182.86 166,280,837.28 222,109,790.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144,506.62 3,364,980.08 3,438,776.28 -259,415,678.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476,521.80 3,259,279.26 1,967,969.81 -259,612,928.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646,093.95 -13,279,038.99 -1,426,566.04 114,401,04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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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45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57,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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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融（天津自贸

试验区）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41% 123,983,72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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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黎明 境内自然人 9.46% 67,389,137 0   

上海雁塔科技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46% 67,389,136 0 

质押 67,389,136 

冻结 39,393,939 

廖邦富 境内自然人 2.11% 15,022,037 -1,120,986   

虞云龙 境内自然人 1.00% 7,154,600 0 冻结 7,154,600 

廖定鑫 境内自然人 0.65% 4,622,198 -670,000   

袁超辉 境内自然人 0.50% 3,574,700 966,700   

康宇 境内自然人 0.50% 3,544,096 1,104,096   

廖定烜 境内自然人 0.48% 3,436,398 -1,250,000   

任中辉 境内自然人 0.39% 2,779,257 2,779,25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廖邦富为廖定烜和廖定鑫的父亲，三人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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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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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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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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市场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影响，公司积极应对，在专注聚焦核心主业的同时，加强市场开拓，

稳步推进全国各地智慧城市及智慧医疗项目，尽可能降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报告期内，受新冠疫情影响，部分项目施工

进度延缓，软件实施项目验收和结算推迟，导致公司营业收入为65,985.27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28.13%，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27,175.64万元，公司本年度净利润出现亏损，主要受报告期内计提资产减值19,845.74万元影响。公司总体

经营情况正常，具体情况如下： 

1、稳步经营，持续优化业务与收入结构，提升公司整体盈利指标 

应对多变的市场形势，公司稳步经营，并逐步试点业务合伙人模式，推动核心管理团队发挥经营能动性，保障公司长期

竞争优势。报告期内，一方面，公司加强售前管理，聚焦于毛利率较高的优质项目，另一方面，公司加强成本费用管控和运

营管理，有效减少期间费用。同时，公司持续优化业务与收入结构，逐步增加软件、云平台、信息服务的收入占比。2020

年，公司软件、云平台与信息服务类收入为21,983.98万元，占营业收入33.32%；物联网系统技术服务类收入为11,045.15万

元，占营业收入16.74%；智慧城市基础设施服务类收入为32,747.74万元，占营业收入49.63%。 

2、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耕核心主业，巩固竞争优势 

为适应智慧城市业务、技术的快速发展，公司在维持现有客户群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客户数量，夯实客户粘性，公司

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紧跟业务发展和前沿科技融合，对已拥有的核心软件产品及行业应用解决方案进行深度开发和优化，报

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共计7,977万元。公司参与国家及行业标准编制4项，发表核心期刊论文8篇，智慧医疗与大健康业务

板块已取得医院信息集成平台、医共体、远程医疗等相关产品软件著作权76项，申请发明专利2项；绿色节能智慧城市业务

板块申请并取得软件著作权33项，取得专利授权1项，申请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3项。 

3、疫情期间，发挥业务优势，组建团队，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为满足突发的疫情防控需求，公司子公司成电医星、延华医疗研究院快速响应，迅速组建开发团队，依托已有的互联网

医院平台产品基础，专项开发远程在线问诊系统、方舱医院远程发药系统、发热智能辅助问诊系统、隔离病房查房系统、传

染病电子病历、重大传染病应急医疗信息管理系统等软件产品。对于专项开发的疫情防控系列软件产品，在湖北、四川等多

省的25家医院先后上线运行。同时，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公司响应国家（四川）紧急医学救援队的需求，开发完成了方

舱医院云HIS平台，同样以捐赠的形式提供给武汉汉阳方舱医院（武汉国际博览中心）使用，全力保障了该方舱医院的抗疫

工作。 

子公司东方延华团队，在医院、工业和建筑等相关领域权威专家的指导下，作为专家组成员之一完成了《工业建筑改造

为方舱医院的建设运营技术指南（试行）》，并印发各有关单位。东方延华基于医疗信息化、建筑智能化、节能与运营管理

领域的技术积淀和案例基础，应对新冠疫情以及今后可能出现的相关传染病防治工作，围绕工业建筑改造为方舱医院的场地

选择、建设、运营卫生与安全等方面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助力实现方舱医院的合理布局、高效运营的有效推进。 

4、资产减值致使本年度净利润亏损 

     2020年，公司控股子公司成电医星及参股公司北京泰和康2020年度业绩完成情况未达预期，经过审计和评估，公司计提

商誉减值准备8,081.47万元、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5,991.25万元，同时，因公司部分业务存在仲裁或诉讼，个别项目因

甲方原因施工暂停，对相关合同资产计提资产减值损失4,998.76万元等相关资产减值情况，导致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减少19,845.74万元。剔除计提的资产减值的影响，公司经营情况正常，2020年度母公司单体报表及合并报表的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3,904.87万元和3,104.9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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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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医疗与大健康 150,728,212.90 42,171,050.37 27.98% -41.16% -47.20% -3.20% 

其他综合智慧城市服务 403,090,812.09 23,278,701.25 5.78% -16.28% -53.30%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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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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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收入确认和计量的会计政策参见附注五、（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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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计影响数，调整2020年1月1日的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

信息不予调整，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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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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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    

应收账款  446,788,852.87  -25,142,388.14  421,646,464.73 

存货  441,365,432.94   -410,756,401.37   30,609,031.57  

合同资产  -   410,756,401.37   410,756,401.37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24,685,970.05  13,854,402.66 38,540,372.71 

其他非流动资产  7,463,921.00   11,287,985.48   18,751,906.48  

负债：    

预收账款  45,010,360.12   -45,010,360.12   

合同负债   44,229,619.72   44,229,619.72  

其他流动负债  26,205,242.44   780,740.40   26,985,98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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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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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    

应收账款  228,858,486.96   -18,112,164.21   210,746,322.75  

存货  376,392,882.60   -372,262,058.33   4,130,824.27  

合同资产   372,262,058.33   372,262,058.33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9,152,135.24   9,152,135.24  

其他非流动资产  67,363,921.00   8,960,028.97   76,323,949.97  

负债：    

预收账款  21,817,542.00   -21,817,542.00   

合同负债   21,747,931.63   21,747,931.63  

其他流动负债  22,810,436.19   69,610.37   22,880,04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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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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