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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双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北京双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度财务报表，已经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验证，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会计师审计意见是：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编制，公允反映了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 2020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一、2020 年度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营业收入 1,231,348,377.96 1,701,250,776.83 -27.62 

利润总额 21,809,588.90 -967,183,942.92 102.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218,396.29 -629,097,917.37 105.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17,425,163.03 -634,162,802.36 102.75 

基本每股收益 0.0550 -1.0739 105.1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0.0298 -1.0825 102.7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2.05% -55.41% 57.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7,680,529.06 312,437,720.42 -49.53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27 0.53 -49.06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比上年

增减(%) 

资产 2,648,561,863.57 2,868,600,375.91 -7.67 

股本 585,720,642.00 585,720,642.00 0.00 

所有者权益 743,019,852.95 755,574,489.49 -1.66 

每股净资产（元/股） 1.27 1.29 -1.55 

二、基本财务状况及分析 

（一）2020 年度主要资产及负债情况分析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百分比(%) 

流动资产合计 1,629,936,945.05 2,072,573,320.19 -21.36 

非流动资产合计 1,018,624,918.52 796,027,055.72 27.96 

资产合计 2,648,561,863.57 2,868,600,375.91 -7.67 

流动负债合计 1,411,130,943.61 1,759,783,867.14 -19.81 

非流动负债合计 494,411,067.01 353,242,019.28 39.96 

负债合计 1,905,542,010.62 2,113,025,886.42 -9.82 

公司资产合计较年初下降 7.67%，其中，流动资产较年初减少 21.36%，非

流动资产较年初增加 27.96%，流动资产减少主要是偿还到期借款导致的货币资

金减少，非流动资产增加主要原因是由于子公司双杰合肥增加在建工程投资所致。 

公司负债合计较年初减少 9.82%，其中，流动负债减少 19.81%，非流动负

债增加 39.96%，流动负债减少主要是因为本期偿还到期借款引起流动负债减少，

非流动负债增加主要是因为子公司双杰合肥收到项目垫资款引起长期应付款增

加所致。 

（二）2020 年度费用分析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 年发生额 2019 年发生额 增减百分比(%) 

销售费用 112,876,829.85 180,082,587.65  -37.32 

管理费用 95,071,503.97 111,762,654.75  -14.93 

研发费用 52,932,071.32 92,983,385.67  -43.07 

财务费用 31,207,043.12 39,739,013.71  -21.47 

合计 292,087,448.26 424,567,641.78 -31.20 

期间费用的构成中，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研发费用占期间费用合计金额的

90%以上。  

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6,720.58 万元，降幅为 37.32%，主要由于营业收

入减少,对应销售费用下降所致。 

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1,669.12 万元，降幅为 14.93%，主要由于天津东

皋膜折旧较去年减少所致。  

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4,005.13 万元，降幅为 43.07%，主要由于受疫情

影响，本期研发支出较上期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853.20 万元，降幅为 21.47%，主要由于本期公

司平均借款余额较上年同期有所减少所致。 

（三）报告期内公司现金流量情况分析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年金额 上年年金额 增减百分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7,680,529.06 312,437,720.42 -49.5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1,107,569.40 -239,792,179.87 3.6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1,191,974.95 -103,361,476.50 -46.2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24,892,521.35 -31,122,870.41 -622.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幅 49.53%，主要原因是当期受

疫情影响收入下降，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期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幅为 3.6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降幅为 46.27%，主要原因本年偿

还债务支付的现金较去年增加所致。 

（四）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 年发生额 2019 年发生额 

主营业务 

收入 

其他业务 

收入 
合计 

主营业务 

收入 

其他业务 

收入 
合计 

营业收入 1,223,832,284.22 7,516,093.74 1,231,348,377.96 1,694,678,341.42 6,572,435.41 1,701,250,776.83 

营业成本 920,561,536.86 3,640,486.67 924,202,023.53 1,283,236,162.70 8,357,406.12 1,291,593,568.82 

营业毛利 303,270,747.36 3,875,607.07  307,146,354.43 411,442,178.72  -1,784,970.71  409,657,208.01  

本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降幅为 27.62%，主要因为本期受疫情影响，公司

收入下降。  

本期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降幅为 28.44%，主要因为营业收入减少,对应营业

成本下降所致。  

（五）报告期内主营业务产品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主营业务 

收入 

主营业务 

成本 

毛利率

（%） 

主营业务收

入比上年同

期增减（%） 

主营业务成

本比上年同

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 



项目 
主营业务 

收入 

主营业务 

成本 

毛利率

（%） 

主营业务收

入比上年同

期增减（%） 

主营业务成

本比上年同

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 

环网柜 494,520,233.87 352,721,873.44 28.67 -37.39 -36.77 -0.70 

箱式变电站 145,251,117.86 115,628,785.30 20.39 20.01 30.54 -6.42 

柱上开关 60,388,154.87 41,192,320.27 31.79 -25.54 -33.43 8.08 

高低压成套开关柜 60,112,430.92 48,086,409.15 20.01 -26.48 -23.93 -2.68 

安装工程 16,750,793.53 12,871,304.52 23.16 -78.16 -80.51 9.25 

技术咨询服务 6,918,665.21 5,057,489.86 26.90 2.60 181.42 -46.45 

变压器 341,539,293.49 291,488,934.25 14.65 -17.68 -15.62 -2.08 

光伏设备 15,402,096.30 14,350,972.35 6.82 -75.89 -75.59 -1.16 

电池隔膜 1,622,942.23 921,028.17 43.25 -62.41 -92.77 238.34 

售电业务 28,340,765.89  100.00 175.40 #DIV/0! 0.00 

发电收入 8,854,549.09 1,967,397.05 77.78 -2.02 3.78 -1.24 

其他输配电产品 44,131,240.96 36,275,022.51 17.80 25.51 44.94 -11.02 

合计 1,223,832,284.22 920,561,536.86 24.78 -27.78 -28.26 0.50 

报告期内公司以环网柜的制造、研发和创新为基础，根据市场需求导向合理

分配现有产能，在保证环网柜竞争优势和更新换代的前提下，使各主要产品均呈

现出稳定趋势，毛利率变动较小。  

（六）净资产收益率与每股收益 

会计期间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 

收益（元） 

稀释每股 

收益（元） 

2020 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3.80 0.0550 0.055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

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2.05 0.0298 0.0298 

2019 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54.97  -1.0739   -1.073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

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55.41  -1.0825   -1.0825  

因天津东皋膜停产，商誉出现减值。公司并购东皋膜形成大额商誉减值、东

皋膜资产大额减值及经营亏损，导致 2019 年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的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均为负数。 

 



 

 

北京双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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