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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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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以 2020年度权益

分派股权登记日总股本扣减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回购的股份为基数，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5元（含

税）。公司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

动的，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本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华荣股份 603855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郑晓荣 宋宗斌 

办公地址 嘉定区宝钱公路555号 嘉定区宝钱公路555号 

电话 021-59999999 021-59999999 

电子信箱 zxr@warom.com hrzhd@warom.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是国内领先的防爆电器、专业照明设备供应商，主营业务包括防爆电器、专业照明设备

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依托出众的产品研发能力和生产制造能力，公司能够为客户提供全



面的产品配套、个性化的定制服务以及全方位的防爆电器、专业照明整体解决方案。同时，公司 

具备新能源 EPC 总包资质，承建各项新能源电站。 

（二）经营模式 

公司采取事业部管理体制，根据产品和客户群体的不同分为厂用事业部、专业照明事业部以

及能源电气事业部。厂用事业部主营厂用防爆电器产品；专业照明事业部主营专业照明产品；能

源电气事业部主营矿用防爆电器产品和新能源 EPC。各事业部拥有独立完整的采购、生产、销售

体系，根据自身情况、市场规则和运作机制，独立进行经营活动。 

公司主营业务除新能源 EPC 外，采取“业务发展商”销售模式，公司选择特定自然人作为业务

发展商，形成正式、长期的合作发展关系，并制定一系列市场拓展的业务流程和内部管控等方面

的程序，由公司指导和规范业务发展商的市场拓展、客户维护行为，并使其协助公司达成交易，

由公司将产品直销给客户，并由客户直接向公司支付货款，从而达到减少中间环节的一种特定的

直销模式；在新能源 EPC 业务方面，公司具有总包资质，对优质的新能源项目进行施工建设。 

管理方面，公司打造了一套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智能化管理的信息系统——智能协同管

理平台(下称“协同平台”)。协同平台实现了以销售订单为主线，实现非标技术方案设计搭积木式模

块化并自动生成零部件清单，技术研发设计过程信息化，生产调度计划自动化，生产装配过程和

制造过程透明化和信息化，供应商管理和采购过程信息化管理等功能，涵盖了公司各方面的管理

过程。 

（三）行业情况 

1、防爆电器行业 

防爆电器主要应用于存在各类易燃易爆气体、粉尘、蒸汽等对生产经营和人员、财产安全构

成潜在威胁的场所。传统应用主要为石油、化工、天然气、煤炭等领域，随着《关于促进安全产

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政策陆续出台，行业安全与规范趋严，市场监管力度加大和用户对

安全意识的加强，防爆电器刚性需求不断释放,催生出更多新兴应用领域，如生物/制药、橡胶、

建材、粮食仓储、白酒等行业、轻工业、国防军工、船舶海洋工程、港口、码头、金属加工等领

域对防爆电器的需求日益增多。 



2019 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将防爆电气产品由生产许可转为强制性产品认证（CCC 认证）

管理，行业准入门槛提升，产品质量曝光率越来越多，大型用户企业优选集采和年度框架采购成

为趋势，防爆行业的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升，市场秩序得到有序发展,有利于头部企业业务增长。 

从全球角度看，鉴于国内防爆电器优质的产品质量、先进的生产工艺和快速响应的服务能力，

以及国内外市场环境的差异，国外防爆电器进入国内市场并形成规模尚有难度；同时，国内防爆

产品走国门也面临很多挑战，市场门槛高，技术壁垒多，各国对防爆电器技术准入制定了不同的

标准和要求，防爆企业要进入国际市场必须突破国际技术壁垒，一旦突破，我国防爆企业产品种

类齐全、综合管理成本低、服务响应快的优势将极具竞争力。 

2、专业照明行业 

专业照明设备指应用于特殊环境下的照明设备，又称特殊环境照明设备，该种设备能满足客

户在强振动、强冲击、强腐蚀、高低温、高湿、高压力、电磁干扰、宽电压输入等环境下对特种

配光、信号、应急等提出的特殊照明要求。作为照明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专业照明行业在各行

各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力、公安、消防、部队、铁路、城际高铁及轨道交通、

港口、场馆等领域。 

城际高铁及城际轨道交通作为国家新基建投资领域之一，未来数年将释放巨大的轨道交通照

明需求，包括站台站房照明、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隧道照明、异形定制照明等，将成

为行业新的增长驱动因素。 

3、新能源行业 

新能源是指煤炭、石油、天然气、水能、核裂变能等常规能源之外的能源，一般是指在新技

术基础上加以开发利用的可再生能源，包括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发电就是利用现有的技术，

通过新型能源实现发电的过程。 

经过多年发展和清洁新能源的政策引导，我国新能源技术研发水平已经成熟、发电成本持续

降低、发电效率不断提高，但新能源电力的消纳成为当前主要问题。随着国家新基建——特高压

输配电的建设，电力从风能、光能资源丰富的西部地区输送到用电集中度高的东部地区更加高效、

便捷。同时，国家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纳入中央经济工作任务，要在 2030 年之前使二氧

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这对新能源的发展将是超规模和可持续的推动力，



新能源行业将迎来快速发展。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3,385,516,713.12 2,861,277,532.60 18.32 2,533,138,577.47 

营业收入 2,282,712,179.03 1,942,546,515.64 17.51 1,631,278,915.1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260,682,277.88 190,127,227.63 37.11 152,358,664.8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37,936,017.23 169,098,649.15 40.71 125,658,296.9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620,828,942.79 1,502,654,348.77 7.86 1,442,847,366.21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44,010,523.44 305,028,147.34 12.78 201,230,056.40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78 0.57 36.84 0.46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78 0.57 36.84 0.46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6.27 12.73 增加3.54个百分

点 

10.44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361,083,894.09 521,877,809.54 532,950,871.48 866,799,603.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8,871,713.50 83,003,546.28 80,381,265.22 58,425,752.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36,329,607.38 73,189,391.47 76,379,809.93 52,037,208.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3,551,289.95 41,209,328.48 31,880,056.31 284,472,428.60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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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3,40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60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胡志荣 0 118,670,000 35.14 0 质押 33,000,000 境内自然人 

李妙华 0 25,700,000 7.61 0 质押 10,000,000 境内自然人 

林献忠 0 20,520,000 6.08 0 无  境内自然人 

李江 0 18,350,000 5.43 0 无  境内自然人 

宏益博瑞 -4,000,000 8,689,300 2.57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陈建芬 0 8,190,000 2.43 0 质押 5,700,000 境内自然人 

上海高毅资产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高毅邻山 1

号远望基金 

6,600,000 6,600,000 1.95 0 无  未知 

赵尧林 -1,912,000 6,120,000 1.81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中国工商银行

－广发聚富开

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 

5,023,720 5,023,720 1.49 0 无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大健康

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4,381,819 4,381,819 1.30 0 无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

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20 年度，公司各项业务稳步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228,271.21 万元，较 2019 年增加

17.51%；实现归属于上市股东的净利润 26,068.22万元，较 2019年度增加 37.11%。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 年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首次执行

该准则应当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

息不予调整。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准则的规定，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

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2020 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比较财务

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该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

更的内容和

原因 

审批程

序 

受影响的报表

项目 

对 2020 年 1 月 1 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将未达收款

条件的应收

款项重分类

至合同资产。 

第 四 届

董 事 会

第 六 次

会 议 决

议 

应收账款 -7,675,567.50 -7,675,567.50 

合同资产 7,675,567.50 7,675,567.50 

将与销售合

同相关的预

收款项重分

类至合同负

债。 

预收款项 -86,451,661.96 -85,357,736.83 

合同负债 79,892,820.94 78,889,668.24 

其他流动负债 6,558,841.02 6,468,068.59 

 

与原收入准则相比，执行新收入准则对 2020 年度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增加/（减

少））： 

 

受影响的资产负债

表项目 

对 2020 年 12 月 31 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应收账款 -378,752.66 -84,542.09 

合同资产 378,752.66 84,542.09 

预收款项 -79,012,924.93 -77,819,936.42 

合同负债 68,801,041.27 67,309,612.67 

其他流动负债 10,211,883.66 10,510,323.75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 

财政部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财会〔2019〕21 号，以

下简称“解释第 13 号”），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不要求追溯调整。 

①关联方的认定 

解释第 13 号明确了以下情形构成关联方：企业与其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成员单位（包括母公

司和子公司）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企业的合营企业与企业的其他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此外，

解释第 13 号也明确了仅仅同受一方重大影响的两方或两方以上的企业不构成关联方，并补充说明



了联营企业包括联营企业及其子公司，合营企业包括合营企业及其子公司。 

②业务的定义 

解释第 13 号完善了业务构成的三个要素，细化了构成业务的判断条件，同时引入“集中度测

试”选择，以在一定程度上简化非同一控制下取得组合是否构成业务的判断等问题。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解释第 13 号，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解释第 13 号未对本

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华荣科技中东有限公司 

华荣科技中东北非有限公司 

华荣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融和华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德州益太锡电力有限公司 

华荣照明有限公司 

上海华荣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抚顺市晶能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沈阳市鸿步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莱州宝升新能源有限公司 

枞阳县晶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常州寻晶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寻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本公司子公司的相关信息详见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本报告期合并范围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