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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祥源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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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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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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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898,056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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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祥源新材 股票代码 300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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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盼  

办公地址 湖北省汉川市经济开发区华一村  

传真 0712-8276938  

电话 0712-8806405  

电子信箱 ir@hbxyxc.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专注于聚烯烃发泡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拥有先进的生产设备和生产技术工艺，经过十

余年的发展，现已成为国内知名的聚烯烃发泡材料供应商。在建筑装饰材料领域，公司是国内地板地垫类

电子辐照交联聚乙烯发泡材料（IXPE）主要供应商，具备抗菌、防静电、防滑等特殊用途的IXPE产品的

生产能力；在消费电子产品领域，公司是国内少数具备规模化自主生产0.06mm超薄IXPE能力的企业之一；

在汽车内饰材料领域，公司是国内少数已实现批量化生产电子辐照交联聚丙烯发泡材料（IXPP）能力的企

业之一。在消费电子产品领域和汽车内饰材料领域，公司正在逐步实现相关产品的进口替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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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现有核心产品为聚烯烃发泡材料，聚烯烃发泡材料是以烯烃聚合物（PE聚乙烯、PP聚丙烯等）

为主要原材料，通过复杂的发泡工艺使材料中产生大量独立的细微泡孔，并均匀分散于固体材料中的一类

高分子材料。聚烯烃发泡材料具有高回弹性、高耐候性、高绝缘、降噪隔音、防水密封、保温隔热、密度

小、易成型等一系列特征，可作为功能性材料运用在建筑装饰材料、消费电子产品、汽车内饰材料、家用

电器产品、医疗器械产品等多种领域。 

（三）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日常经营模式主要包括研发、销售、采购、生产模式。 

1、研发模式 

公司采用需求导向型研发与行业前沿技术研发两种模式并行的研发机制。 

对于需求导向型研发，公司研发部门以客户订单为中心，根据终端产品应用场景、功能特点、技术参

数等定制化需求进行深度研发，满足客户的定制化需求。 

对于行业前沿技术研发，公司除直接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探索与研究，还通过建立院士专家工

作站并与华中科技大学、湖北大学等国内知名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进行合作，以提高公司的研发水平并加

快科研院所先进技术的产业化步伐。 

2、销售模式 

公司产品以直销为主，存在少量的贸易销售。 

公司采用以由营销为导向的市场开发策略及以推销为导向的客户开发策略并行的市场策略。公司主要

通过展会、网络推广、终端认证等方式，加强产品的品牌建设，提升产品的知名度；在产品的质量、功能、

特色、包装、服务等方面提高产品竞争力；同时通过有竞争力的产品价格、渠道建设、适当的促销方案，

最大化的吸引目标客户与潜在客户，实现客户开发的过程。 

3、采购模式 

公司采购的原材料主要为各类塑料化工产品，如PE塑料、PP塑料及发泡剂等，分为安全库存备货采

购、按实际需要采购和战略备库三种模式。公司根据生产工艺、价格、质量等因素选择适当的供应商，建

立了完善的供应商评价与选择管理方法，并制定了《采购过程管制程序》、《供应商管制程序》，对公司

的采购活动涉及对供应商选择、采购价格、物料品质等方面进行了规范和控制。 

4、生产模式 

（1）以销定产与安全库存相结合的生产模式 

公司按照以销定产、综合考量、适度库存相结合的原则进行生产，以保证生产计划与销售情况相适应，

并根据实际市场需求情况，动态调整生产计划，并按照生产计划安排生产作业。 

（2）自主生产和委托加工相结合的生产模式 

公司大部分的工序为自主生产，但由于公司规模不断增加，辐照生产线产能出现不足，辐照环节基础

建设和设备投入较高，为克服客户订单快速增长与产能饱和的矛盾，公司选择了具有稳定生产能力与良好

质量把控能力的外协厂商，将部分产品的辐照环节交由其外协加工。外协厂商完全按照公司提供的工艺参

数对公司基片进行辐照加工。 

（四）公司主要产品工艺流程 

公司主要产品为高分子泡沫塑料中的聚烯烃发泡材料，主要生产流程为造粒、挤片、辐照、发泡等工

艺。公司不同产品工艺流程较为相似，以常规IXPE生产工艺为例，工艺流程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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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烯烃发泡材料的主要生产步骤包括： 

①造粒：将树脂、特性料、助剂等原料混炼分散，制成具有一定大小和形状且均匀性好的固体颗粒。 

②挤片：将产品配方所需的各种树脂颗粒、自制半成品颗粒按一定的配方比例混合均匀，由挤出机进

行塑化挤片，并通过模具将熔融物定型为不同厚度、不同宽度的片状卷材。 

③辐照：利用电子辐射引发聚合物长链之间的交联反应，使线型或支型聚合物分子间以共价键连接，

形成网状结构，获得更高熔体强度的特性。辐照工序无需添加任何催化剂，辐照工序能够提升聚烯烃材料

的物理和化学特性，如耐热性、绝缘性、抗化学腐蚀性、机械强度等。 

④发泡：辐照处理的聚烯烃材料，在高温发泡炉内发生化学或物理变化，将聚烯烃材料变为具有泡孔

结构的发泡材料。 

（五）公司主要产品的上下游产业链 

1、所处产业链 

 

公司处于本行业中的软质泡沫塑料制造领域，主要产品为聚烯烃发泡材料，处于产业链中游位置。 

泡沫塑料制造行业的上游为发泡所需的化工产品生产行业，主要产品为合成树脂、发泡剂和色母等；

本行业的下游产业为建筑装饰材料、消费电子产品、汽车内饰材料、家用电器产品及医疗器械产品等行业，

应用产业极为广泛。 

2、与上游行业的关系 

公司采购的物料主要为各类化工材料，如合成树脂、发泡剂和色母粒子等。采购供应商主要为生产各

类化工原材料的大型石化企业或石化产品贸易商。本行业原材料供应稳定，价格公开透明，不存在原材料

紧缺的风险。 

3、与下游行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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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塑料制造行业的下游行业遍布建筑装饰材料、消费电子产品、汽车内饰材料、家用电器产品、医

疗器械产品等众多行业，应用十分广泛。随着应用领域的不断拓展，未来航空航天、高铁、新能源等领域

对轻量化、高强度、耐腐蚀的新型发泡材料需求预计会不断增加。 

下游行业对本行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①下游市场需求的持续增长，不断扩大泡沫塑料制造

行业的市场空间；②终端应用行业技术的不断变化和工艺要求的提升对塑料软质发泡材料生产提出了越来

越高的要求，在要求各塑料软质发泡材料生产供应商紧跟技术发展动态、加大新产品开发的同时，也极大

地促进了塑料软质发泡材料的产品改进更新。 

目前，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汽车、消费电子和家电市场及建筑市场规模，且在国内经济、人均可支配

收入和固定资产投资不断增加等背景下，仍将维持在较高的规模。在工业升级改造及环保要求不断提高的

背景下，国内绿色环保的新型泡沫塑料行业仍将快速发展。 

（六）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1、建筑装饰材料、消费电子产品等领域需求提高 

建筑装饰材料方面，公司建筑装饰材料领域客户主要为国内知名的地板生产企业，其生产的产品主要

出口欧美市场。近年来建筑装饰材料行业市场需求整体增长，特别是海外市场需求不断扩大，我国对海外

市场的地板出口规模大幅提升。其次，随着消费者对生活品质要求的不断提高，消费者的环保意识和健康

意识越来越强，环保、健康、安全已成为消费者选择地板所考虑的重要因素，相比于实木地板、实木复合

地板和强化复合地板等，以聚氯乙烯作为主要原材料的PVC地板不会挥发甲醛等有害气体，具有无毒环保

性质。公司产品IXPE作为PVC地板的基础材料，销售规模随着PVC地板行业增长而快速增长。 

在消费电子材料方面，受国际贸易环境变化及消费电子产品厂商控制成本因素的影响，主要消费电子

产品制造商开始寻求零部件及原材料的国产化，对使用国产高端材料替代同类进口材料的认可度逐步提

高，作为国内长年深耕消费电子产品领域的IXPE知名企业，公司将超薄IXPE材料作为收入增长点，开拓

并深化与下游客户的合作关系，积极通过下游客户进入终端消费电子产品生产厂家供应链渠道。目前，公

司已成功进入OPPO和vivo的上游供应链体系，预计未来国产IXPE材料将更多用于中高端电子产品中。 

2、产能持续扩张 

面对全球制造业向亚太转移、下游行业应用拓宽等现实需求，产能日渐成为约束公司业绩的重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购置生产设备，大幅增加生产线，不同工序的机器设备均有较大程度的增加，使得公

司产能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保证更快速地响应订单需求，满足不同应用领域客户对产品的不同要求，为公

司业绩持续增长提供产能保障。 

随着未来新建产能逐步投产，公司自动化生产能力有望明显提高，同时综合运营能力提升、人力成本

下降等可能会降低公司的整体制造成本、提高公司整体业绩，这将为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基础。 

3、优秀的市场拓展能力 

公司持续深耕新材料领域，积极拓展市场份额，通过优异的产品质量和客户服务能力，客户对公司认

可度逐步提高；公司从组织、运营、供应链体系等多维度构建客户的快速响应机制，通过对已有客户群的

强关联维系和新客户的渐进拓展，为公司业绩提升提供了有力保障。 

（七）公司所属行业的情况 

（1）公司所属行业 

公司主营业务为聚烯烃发泡材料的研发、生产及销售。聚烯烃发泡材料是以烯烃聚合物（PE聚乙烯、

PP聚丙烯等）为主要原材料，通过复杂的发泡工艺使材料中产生大量独立的细微泡孔，并均匀分散于固体

材料中的一类高分子材料。 

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公司所属行业为“C29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2）行业政策环境 

公司所在的发泡塑料行业受国家、地方鼓励，行业大力发展的产业，《新材料产业发展指南》、《“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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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塑料加工业技术进步“十三五”发展指导意见》等一系列国家和行

业政策的推出，对相关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和政策保障，同时为公司经营发展提供了有力的

法律保障及政策支持，对公司的经营发展带来积极影响。本公司作为行业内主要企业，受益于相关行业政

策，逐步扩大生产规模、丰富产品种类、提高产品质量，销售收入保持了平稳较快增长。 

（3）泡沫塑料制造行业的市场前景 

我国泡沫塑料制造行业基数较大，得益于环保新型材料如IXPE及IXPP材料对传统泡沫塑料的替代，

泡沫塑料制造行业总体来看仍将保持一定的增长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在2011年，受淘汰落后产能政

策的影响，泡沫塑料产能有所回落，2011年到2013年行业较为低迷。在2014年以后，得益于环保型泡沫塑

料的出现，泡沫塑料的产量迅速回升，增长率一度达到38%，2014年到2017年基本上维持较快增长率。2018

年，受到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我国泡沫塑料产量有所降低。总体而言，我国泡沫塑料产量从2009年的187.05

万吨增长至2019年的258.19万吨。年均复合增长率为3.28%。（数据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 

（4）公司产品的主要应用行业 

公司生产的聚烯烃发泡材料为化工产业链的重要产品，其市场容量及变动趋势主要受下游产业需求影

响。目前，公司的产品主要被应用于建筑装饰材料、消费电子产品、汽车内饰材料、家用电器产品、医疗

器械产品五大下游行业。 

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在以上几大下游行业的生产规模处于世界领先水平，随着高端聚烯烃发泡

材料在国内市场的普及率提高，各个行业对国产聚烯烃发泡材料的需求预计将保持较高的增长率。 

     （5）行业周期性特点 

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建筑装饰、消费电子、汽车内饰等领域，起到防水、降噪、缓冲、密封、保温等

作用，产品用途非常广泛。近年来，智能手机、电脑、智能穿戴设备等产业发展迅猛，要求配套材料的附

加功能性不断增强；同时汽车内饰行业也随着汽车智能化、电子化趋势快速发展，让功能性材料也存在巨

大的市场潜力。所以，消费电子与汽车内饰领域对于类似聚烯烃发泡材料这样的功能性材料有着更广大的

市场需求和更高的技术要求。建筑装饰行业，聚烯烃发泡材料的应用，由PVC硬质地板向软质地板的扩展，

由地面铺装向墙体铺装的延伸，以及国内消费市场对PVC地板的逐步认可，用于建筑装饰领域的聚烯烃发

泡材料将会有巨大的市场空间。 

公司产品由于销售的领域较为广泛，不存在明显的季节性波动。剔除春节休假的影响因素外，公司营

业收入随着产能的扩展而逐步上升。 

（6）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是国内少数可生产超薄IXPE材料及批量化生产IXPP材料的企业之一，随着公司在相关领域的不

断钻研，部分技术及工艺已逐渐追赶上外资企业，目前公司生产的超薄IXPE材料及IXPP材料已部分实现了

进口替代化。随着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高端新材料的国产化替代需求迫切，公司成为了国产发泡材料

的首选供应商。（1）在建筑装饰材料领域，公司的产品通过下游客户进入了Home Depot、Lowe's的供应

体系；（2）在消费电子产品领域，公司的产品被应用在OPPO、vivo等知名品牌的电子产品中；（3）在汽

车内饰材料领域，公司的产品被应用在福特、长城、长安等品牌的机动车辆中；（4）在家用电器领域，

公司的产品被应用在美的、格力、海尔等品牌的电器产品中。 

公司凭着自身的研发能力，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不断丰富完善产品类别，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快

速响应市场，是消费电子、建筑装饰、汽车内饰、家用电器等领域不可或缺的主力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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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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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316,692,308.60 284,276,351.64 11.40% 215,617,152.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4,932,891.72 55,443,305.50 35.15% 34,854,892.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4,885,687.69 57,098,049.57 31.15% 36,391,530.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3,570,296.86 61,708,549.31 19.22% 22,831,387.9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39 1.10 26.36% 0.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39 1.10 26.36% 0.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68% 34.52% -6.84% 29.77%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457,086,477.58 337,452,242.09 35.45% 244,755,328.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04,016,743.64 239,059,707.20 27.17% 126,901,94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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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46,129.34 75,816,332.27 93,148,435.11 110,881,411.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19,224.82 20,325,591.01 22,318,620.92 25,269,454.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620,855.72 19,751,378.09 22,165,955.01 24,347,498.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715,000.20 24,441,075.61 -672,312.88 36,086,53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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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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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志祥 境内自然人 39.52% 21,310,000 21,310,000   

魏琼 境内自然人 25.96% 14,000,000 14,000,000   

湖北量科高投

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93% 4,277,600 4,277,600   

湖北楚商澴锋

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93% 3,200,000 3,200,000   

武汉祥源众鑫 境内非国有 4.78% 2,580,000 2,5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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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法人 

湖北高富信创

业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97% 2,138,800 2,138,800   

湖北兴发高投

新材料创业投

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3.97% 2,140,000 2,140,000   

湖北省高新产

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3% 1,420,000 1,420,000   

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领慧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65% 1,428,571 1,428,571   

盛慧（广东）股

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2.65% 1,428,571 1,428,57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魏志祥和魏琼为兄妹关系，且分别为公司员工持股平台武汉祥源众鑫新材料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魏志祥、魏琼、武汉祥源众鑫新材料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存在一致行动关系，但不存在其他利益安排； 

2、湖北量科高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湖北高富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湖北兴发高投新材料创

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湖北省高新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之间存在一致行动关

系，但不存在其他利益安排； 

3、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领慧投资合伙企业（有限无合伙）与盛慧（广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之间存在一致行动关系，但不存在其他利益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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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全球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下，公司全体员工团结一致，率先复工复产，

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公司围绕制定的年度经营计划，面对市场的诸多不确定性，紧跟市场动态，抓住了

国内疫情受控带来的出口增长机遇以及进口替代加速的时机，强化内部管理，积极实施降本增效，取得了

营收和利润双增长。2020年，公司获得了“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荣誉称号，并被湖北省知识产权局授予“湖

北省高价值专利大赛银奖”。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16,692,308.6元，较上年同比增长11.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74,932,891.72元，较上年同比增长35.15%。 

报告期内，公司开展的主要工作： 

（1）加大研发投入，持续技术创新 

2020年度，公司加大了研发投入力度，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知识产权并参与了新国家标准的制定。2020

年度，公司研发投入1,960.55万元，同比增长19.53%，研发投入占当期营业收入的6.19%。2020年度，公司

取得了13项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专利，其中发明专利7项，实用新型专利6项。此外，公司主持的国家《塑

料聚乙烯泡沫试验方法》已进入报批阶段。 

在建筑装饰领域，公司取得的主要创新成果为：①公司开发出了降噪性能更强的复合发泡材料；②公

司开发了能与不同材质地板进行贴合的材料，扩大了在建筑装饰领域的应用；③借助IXPP的技术基础，结

合建筑装饰领域的应用特点，使IXPP系列产品延伸到了建筑装饰的地面与墙面的应用。 

在消费电子领域，针对消费电子产品对防水、防双喇叭共振等性能要求的进一步提高，公司开发了微

孔防水泡棉材料和兼具阻尼性能的高缓冲软质泡棉材料。 

在汽车内饰领域，公司在普通IXPP的基础上，开发了阻燃IXPP以及低气味的阻燃IXPP材料。 

在医疗卫生领域，公司开发了洁净度和环保性极好的亲肤泡棉材料，拓宽了IXPE在医疗卫生领域的

发展。 

在新能源领域，公司开发了阻燃微孔聚氨酯泡棉，实现了阻燃性能与物理性能的兼顾。聚氨酯发泡技

术丰富了公司的产品系列，为后续公司应用领域的开阔打下坚实基础。 

（2）拓展海内外客户，扩展应用领域 

公司抓住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进口替代机会，展示自身产品对比进口产品的质量和优势，积极在消费

电子终端客户处进行业务推广，成为了小米的合格供应商。同时公司的IXPP产品，也逐步实现了替代进口

化。报告期内，汽车行业新增了多个表面装饰材料类客户。 

公司将建筑装饰类产品进行了销售延伸，直接销售给美国大型的建材卖场。同时，为加快海外市场的

拓展步伐，公司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交付速度。2020年，公司产品出口额2,085.42万元，同比增长100.42%。 

（3）改善创新，降本增效 

2020年，公司呼吁全员关注改善创新、降本增效，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在管理上进行创新，提倡工作

流程化、标准化，提倡绩效指标量化、绩效目标分解到人，以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绩效；在装备上进行自

动化、智能化投入，减少产线用工，提高了产品质量稳定性，提升了运营效率；在工艺上进行了优化，再

次提升了设备的产出效率以及产品的产出率。全员积极响应、集聚智慧，呈现出一种自上而下的积极改善

的文化氛围，增强了全员的降本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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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积极践行社会责任  

2020年1月，新冠疫情全面爆发，公司响应政府号召严格做好防疫防控，在第一时间捐赠口罩等防护

用品，并向汉川市慈善总会捐款人民币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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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XPE 304,659,357.52 141,258,086.86 46.37% 9.71% 5.11%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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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备注 

财政部于2017 年7 月5 日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

则），根据财政部要求， 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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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衔接规定，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

的追溯调整，公司对上年同期比较报表不进行追溯调整，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

影响。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9年度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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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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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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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广德快尔特公司 新设 2020年4月24日 1,000,000.00 100% 

 

2、合并范围减少 

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方式 股权处置时点 期初至处置日净利润 

苏州固德公司 注销 2020年4月1日 -99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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