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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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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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 2020年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数，公司拟定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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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利科技 603959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良友 张宏蕾 

办公地址 岳阳市岳阳楼区洞庭大道1号 岳阳市岳阳楼区洞庭大道1号 

电话 0730-8501033 0730-8501033 

电子信箱 zqb@blest.com.cn zqb@blest.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致力于为新能源和传统能源行业的智慧工厂提供包括工程咨询设计、专有设备制造、智

能产线集成与 EPC 总承包服务等整体解决方案。主要服务于新能源锂电池核心材料、氢燃料电池

材料和有机合成材料，包括锂离子电池正极、负极材料、电解液，合成纤维、合成橡胶、合成树

脂以及氢燃料电池高温质子膜及其膜电极产品。可从项目前期、融资到设计、采购、建造、开车

和运维服务为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增值解决方案。公司业务形式包括： 

（1）工程咨询、设计 

工程咨询是指根据建设工程的需要，向业主提供建设工程所需的专业咨询服务，公司主要提

供前期立项阶段咨询服务，如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议书等。 

工程设计是指运用工程经济理论及技术经济方法，按照现行技术标准，对新建、扩建、改建



项目提供作为建设依据的设计文件、图纸以及提供相关服务的活动过程。工程设计是整个工程建

设项目的核心环节和龙头，后续的采购、建造都需要工程设计人员的全程参与，对工程建设有着

基础性、先导性和决定性作用。 

（2）锂电材料智能产线 

锂电材料智能产线为新能源材料智能装备制造业下属的细分行业，是为锂电池正极材料、负

极材料、隔膜、电解液等锂电池材料生产企业提供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控制系统和技术装备

整体解决方案的战略性产业。公司正以锂电池产线智能装备制造为基础，积极拓展锂电池正极材

料智能产线工程总承包业务，形成一条集锂电池正、负极材料智能产线的研发、设计、集成、销

售为一体的全流程服务，专注为锂电材料生产厂商提供智慧工厂的整体解决方案。 

（3）锂电设备销售 

公司在锂电材料产线设备的系统安全、磁性异物控制、水份控制、环境控制方面拥有多项专

利技术，积累了众多领先的技术优势，可为锂电池正极、负极、电解液生产企业提供精密配料系

统、智能上料系统，真空干燥系统，全自动高温窑炉外轨等专有智能设备。 

（4）工程总承包 

工程总承包是指根据合同约定，对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采购、施工、试运行（竣工验收）

等实行全过程或若干阶段的承包。工程总承包包括 EPC模式（设计、采购、施工）/交钥匙总承包、 

EPCM模式（设计、采购与施工管理）、DB模式（设计、施工总承包）、EP模式（设计、采购）、 PC

模式（采购、施工总承包）等方式，其中 EPC 是总承包模式中最主要的一种，也是目前公司总承

包业务板块采用最多的方式。工程总承包一般都含有工程设计，实际上是工程设计业务向下的延

伸。 

2.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1）工程咨询、设计项目的运营模式 

工程咨询、设计项目承接后，由项目管理部与主体专业室主任协商确定设计经理，各专业室

主任确定该项目的专业负责人及参加该项目的设计、校对、审核等相关人员，报公司主管领导批

准。设计经理、各专业负责人按照《设计输入及评审规定》的要求分别对各自范围内的设计输入

文件进行验证或评审，确保设计输入的完整性和适宜性；工程咨询、设计文件经审核或会签批准

后予以存档；工程咨询、设计成品交付业主后，由业主或主管部门对文件进行审查、确认。 

（2）锂电智能产线业务的运营模式 

公司全资子公司百利锂电的锂电智能产线制造主要采取设计与产供销一体化的全流程运营模

式。行业的专业性较强，一般通过直接委托或招投标的方式，由市场部对接客户并签订销售服务

合同；设计部负责项目的方案及设计工作；采购部负责设备及原材料的采购；制造部负责生产线

的制造组装；项目管理部全面负责项目的设计、安装、现场调试及验收工作。 

公司锂电智能产线业务主要分为三大板块：包括工程咨询、设计；专有成套设备集成；工程

总承包。其中核心业务是锂电智能产线专有成套设备集成，公司主要是根据客户的需要，按照合

同约定向客户提供公司自行研制的锂电池材料、碳材料智能化生产线、自动化控制设备、智能设

备及智能机器人等；锂电智能产线工程咨询、设计及工程总承包的运营模式与公司现有的工程设

计咨询项目及工程总承包项目的运营模式一致。 

（3）锂电设备销售业务运营模式 

公司锂电设备销售业务主要是研发、生产和销售与锂电池材料生产相关的专有设备，是根据

客户需求和产能规划，定制化生产专有设备，在制造工厂模块化生产和调试，然后运输到现场组

装，节省现场时间，提高效率。伴随着正极材料高镍化的发展趋势，对设备的精密度，容量、运

行速度等进行持续升级改造和维护服务。 

（4）工程总承包项目的运营模式 

公司目前从事的工程总承包业务是以工程设计为龙头和核心带动的，相较工程咨询、设计项



目，工程总承包业务主要增加了采购和施工环节，并对整个工程项目的运行进行组织和管理。工

程总承包项目主要由采购部和工程部负责运营，采购部负责工程总承包业务中材料、设备采购业

务。工程部负责工程施工业务具体管理工作。 

3.行业情况说明 

（1）新能源行业 

2020年，受疫情等因素影响，2020年上半年国内新能源车市场销量下滑，动力电池装机量相

对有所下降，新能源车企压力与日俱增；下半年随着政策的逐渐落地及国内疫情影响减弱,新能源

汽车市场重回增长轨道。纵观全年，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达到136.6万辆和136.7万辆，同比增长

7.5%和10.9%；动力电池装机量恢复至62.9GWh，同比上升了0.8%，增速较上年实现了由负转正。 

2020年，国家出台多项政策鼓励新能源汽车发展，降低了新能源企业的进入门槛，提高了产

品要求，完善了强制性标准，延长了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10月份，国务院常委会会议通过了《新

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提出了到2025年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量达到汽车新车销

售总量的20%左右的发展愿景，为未来15年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地方层面也纷纷出台

政策鼓励新能源汽车消费。国家与地方的政策体系逐渐成型，给予了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极大的

支持。 

在研发和生产端，各国政府制定了相关产业政策扶持新能源汽车研发和产业化。美国、

日本、德国等政府资助企业关键技术科研项目，在纯电动汽车、燃料电池汽车、固态电池

等领域形成了产业成果。从我国来看，《能源技术革命创新行动计划(2016-2030年)》中，

国家将氢能源与燃料电池技术创新研究列为重点任务之一，从发展趋势来看，未来我国纯

电动车和燃料电池汽车将共同主导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 

总体而言，新能源产业已上升至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成为了不可逆的发展方向。国

内市场受国家、地方政策双轮驱动，新能源行业未来发展整体较为明朗，销量和体量依然

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2）石油化工行业 

2020年全球经济动荡剧烈，下游产业压力向上游传导，新冠疫情叠加低油价，石化行

业遭遇的挑战和冲击前所未有，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发布《2020年中国石油和化学

工业经济运行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末，石油和化工行业规模以上企业26039家；行

业营业收入11.08万亿元，同比下降8.7%；利润总额5155.5亿元，同比下降13.5%。石油和

化工行业进出口总额6297.7亿美元，同比下降12.8%，全行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4.65%，同

比下降0.26个百分点。在全球疫情的背景下，行业整体呈现收入和利润总额不断下降，对

外贸易起伏波动强烈，总体降幅较大的态势。 

根据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的预测，2021年随着国内经济恢复重启，石油和化工

行业经济运行环境将明显改善，主要经济指标有望实现全面增长。预计全行业工业增加值

比上年增长约6%，营业收入增长约10%，利润总额增长10%以上，进出口总额增长约8%，其

中出口增长约10%。 

（3）工程勘察设计行业 

2020年下半年，国内经济与消费市场快速复苏，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展现出了较强的生长韧性

与生命力，整体实现保持稳步回升态势，实现平稳增长。2020 年 7 月，住建部发布了 2019 年全

国工程勘察设计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全国具有勘察设计资质的企业营业收入总计 64200.9亿元。

其中，工程总承包收入 33638.6 亿元，与上年相比增加了 29.2%；工程总承包新签合同额合计

46071.3 亿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10.8%。勘察设计资质的企业全年营业利润 2803.0 亿元，与上年

相比增加了 20.8%；利润总额 2721.6亿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10.9%；净利润 2285.2 亿元，与上年

相比增加 11.7%。近年来,随着中国基础建设的发展,工程勘察设计行业保持着较好的发展趋势。 

4.公司所处行业周期性 

http://quote.eastmoney.com/unify/r/1.601857
http://baike.eastmoney.com/item/工业联合
http://quote.eastmoney.com/unify/r/1.601857
http://baike.eastmoney.com/item/报告
http://quote.eastmoney.com/unify/r/90.BK0538
http://baike.eastmoney.com/item/同比
http://quote.eastmoney.com/unify/r/90.BK0538
http://baike.eastmoney.com/item/出口


（1）新能源行业 

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成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兴起，锂电池行业规

模增长速度较快, 从业企业、电池产能产量持续增加，行业技术不断突破，行业特点、竞争状况

及用户特点不断明朗，进入壁垒逐步提高，行业集中度持续提高。从行业生命周期的阶段来看，

新能源行业目前正处于快速成长期。2020 年 10 月 9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新能源汽车产业

发展规划》，从技术创新、产业生态、融合发展、基础设施、开放合作等方面做了整体部署，未来

随着零部件成本下降、智能网联技术进步、充换电基础设施完善，新能源汽车产品竞争力将持续

提升，产业将迎来新一轮成长周期，从“政策驱动”真正迈向“市场驱动”。 

（2）石油化工行业 

石油化工行业的景气度与世界能源价格、国民经济发展周期及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关联度较高，

因此公司石化业务的发展依赖于国民经济运行状况、行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等因素。2021年随着

疫情数据逐渐回落、油价回升、需求复苏背景下，行业需求端冲击最大的阶段已经过去，行业需

求持续好转。但今年来国内我国“降油增化”趋势明显，整体需求增速正在放缓，叠加新能源车

发展迅猛，电动化正在成为未来汽车工业发展的重要方向，这对油品需求将带来较大影响，加上

环保压力较强，行业投资动力不足，下行压力依然存在。 

5.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1）新能源行业 

①锂电池材料 

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获得了快速的发展机遇，与之相关的锂电

池材料企业及装备企业也获得了快速成长的机会。 

2018 年 12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第 22 号令，《汽车产业投资管理

规定》，禁止建设燃油汽车投资项目，限制现有汽车企业扩大燃油汽车产力，规范新建电动汽车

投资项目。 

2019 年 12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 》，2025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占当年汽车总销量的 20%，有条件自动驾驶智能网联汽车销量占

比 30%。乘用车平均油耗 4.0L/100km,新能源乘用车平均电耗 11.0kWh/100km。2030年，新能源汽

车形成市场竞争优势，销量占当年汽车总销量的 40%，有条件自动驾驶智能网联汽车销量占比 70%。 

2020年 4月，财政部等四部委于联合发布《关于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

知》，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实施期限将延长至 2022 年底。在近年来连续大幅收紧补

贴政策的背景下，该项政策的出台平缓了补贴退坡的力度和节奏，并将加快公共交通等领域汽车

电动化步伐，有利于降低补贴政策退坡对新能源汽车行业造成的冲击。 

2020 年 10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

《规划》明确了公共领域用车的电动化比例，提出到 2035年公共领域用车全面电动化，并要求自

2021年起，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和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公共领域更新车辆，新能源汽车比例

不低于 80%。同时提出了产业未来的关键发展方向，国家支持并引导市场参与各方在相关领域的

投入，有利于行业整体融入国际竞争、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完善基础设施配套体系，从而

为新能源汽车产业长远发展创造良好的内、外部条件。 

据高工产研锂电研究所(GGII)调研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锂电三元正极材料出货量 23.6 万

吨，同比增长 23%，增长主要系国内外市场需求提升双重带动，三元材料增速高于锂电池的增速。

2020年中国锂电池总出货量 158.5GWh，同比增长 20.4%，增长速度五年来首次出现下滑，但是整

体而言，增长速度仍然较高。随着锂电池产业链的逐渐完善，锂离子电池组的价格不断朝着人们

预期的方向发展，2013-2020 年全球锂离子电池组平均价格不断下降，由 2013 年的 668 美元/千

瓦时下降至 2020年的 137美元/千瓦时，8年间下降了 79%。新能源汽车的规划与市场引导将增加

对锂离子电池的需求，锂离子电池价格的不断下降将推动新能源汽车驱动成本的下降，锂离子电

http://www.cbea.com/
http://data.eastmoney.com/jgdy/
http://baike.eastmoney.com/item/同比
http://baike.eastmoney.com/item/市场
http://baike.eastmoney.com/item/增长速度
http://baike.eastmoney.com/item/产业链


池行业与新能源汽车行业将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②氢燃料电池 

氢能是全球能源技术革命的重要方向，加快发展氢能产业，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保障国家

能源供应安全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是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推动能

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目前，虽然氢能源市场仍处于政策驱动阶段，进入 2020年以来，

国家开始密集出台政策指导，产业加速信号明显。 

2020 年 3 月，发改委、司法部发布《关于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法规政策体系的意见》，

其中提到要研究制定氢能发展的标准规划和支持政策。同时，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制造基础技术

与关键零部件”年度项目申报指南中指出，将氢能列入 2020年重点专项，拟在氢能、太阳能、风

能、可再生能源等技术方向启动 14-28个项目，计划安排国拨经费总概算为 6.06亿元。 

2020年 4月，财政部、工信部、科技部、发改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

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其中提到力争通过 4年左右时间，建立氢能和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链，关键

核心技术取得突破，形成布局合理、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2020 年 10 月，《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2.0 版）》发布，提出 2030-2035 年实现氢

能及燃料电池汽车的大规模的应用，燃料电池汽车保有量达 100万辆左右。 

2020年 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中提到，要

求攻克氢能储运、加氢站、车载储氢等氢燃料电池汽车应用支撑技术。 

2020 年 12 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皮书，未来加速发展绿

氢制取、储运和应用等氢能产业链技术装备，促进氢能燃料电池技术链、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链

发展。 

相比于锂电池汽车，氢燃料电池汽车在续航、载重、长途运输、能源快速补给方面拥有较大

优势，有望成为长途交通运输市场中的核心运输工具。按照《中国氢能产业基础设施发展蓝皮书》

提出的目标，到 2030 年，加氢站数量达到 1000座，燃料电池车辆保有量达到 200万辆，行业增

长空间巨大。 

（2）工程咨询与设计 

近年来，为了加快勘察设计行业转型步伐，国家层面相继推动了资质管理、招标投标、工程

建设审批制度、工程质量等领域的改革。尤其是2020年以来，建筑产业化、智能建造、施工图审

查、资质管理等系列政策相继出台，行业改革在各个领域广泛铺开。 

2019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发展

的指导意见》（发改投资规〔2019〕515号）鼓励励发展多种形式全过程工程咨询、重点培育全过

程工程咨询模式。 

2020年1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关于修改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和资质标准实施意见

的通知》；7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建设工程企业资质标准框架（征求意见稿）》，对未来资

质改革提出实施方案。后在11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在全国大幅压减建设工程企业资质

并加强监管，将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企业资质类别和等级由593项减至245项，除最高等

级综合资质和需跨部门审批的资质外，其他等级资质一律下放至省级及以下部门审批。2020年12

月，《关于印发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管理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出台，资质改革终于尘埃落定，通过

精简资质类别、归并等级设置等举措，进一步降低准入门槛，强化过程监管导向。 

2020年7月，住建部印发《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加快培育

具有智能建造系统解决方案能力的工程总承包企业，统筹建造活动全产业链，推动企业以多种形

式紧密合作、协同创新，逐步形成以工程总承包企业为核心、相关领先企业深度参与的开放型产

业体系。 

2020年8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加快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的若干意见》。从

“中国建造”走向“中国智造”，是我国建筑业发展的大势所趋。进一步促进我国新一代信息技

http://quote.eastmoney.com/unify/r/90.BK0481


术与建筑业融合发展，为打造“中国建造”升级版指明了方向，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建筑业转

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 

（3）工程总承包 

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项目投资方式、项目管理方式正发生深刻变化，推动企业

向工程总承包模式转型，已成为行业改革的重点。 

2019年12月，住建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就联合印发《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

包管理办法》，2020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领域工程总承包项目如何发

包和承包以及项目实施提出了系列规范意见，推动工程总承包建设模式的应用。 

2020年5月，住建部对《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示范文本（试行）》（GF-2011-0216）进行修

订，形成了《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示范文本》（征求意见稿），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 

2020年7月，住建部《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加快培育具

有智能建造系统解决方案能力的工程总承包企业，统筹建造活动全产业链，推动企业以多种形式

紧密合作、协同创新，逐步形成以工程总承包企业为核心、相关领先企业深度参与的开放型产业

体系。与此同时，各地也密集发文，重点在房屋建筑和市政建设领域推行工程总承包模式。一系

列政策的出台，必将推动我国工程总承包模式驶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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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1,472,580.61 2,741,716,238.42 1.45 2,696,414,580.04 

营业收入 1,404,201,433.45 1,396,437,782.58 0.56 1,182,702,591.9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23,646,202.97 -625,547,534.14 103.78 150,061,007.7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3,175,033.26 -636,808,288.91 102.07 135,806,568.1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620,266,612.84 450,856,493.13 37.58 1,104,748,313.49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18,447,729.51 -101,980,761.98 -114.20 335,183,606.57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509 -1.4248 103.58 0.34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509 -1.4248 103.58 0.34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5.04 -80.3 增加85.34个百

分点 

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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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282,165.73 673,848,424.16 293,545,749.13 324,525,094.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3,080,825.58 23,756,391.57 39,329,608.30 -26,358,971.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2,833,125.66 13,650,515.04 39,154,683.88 -26,797,040.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30,053,216.75 16,303,292.26 -158,595,449.08 153,897,64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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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0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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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新海新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6,591,160 215,135,160 43.88   质

押 

196,33

3,2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陕西金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陕西铜川金

锂产业发展基金（有

限合伙） 

  21,952,000 4.48   未

知 

  其他 

德清通利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0,429,840 18,107,760 3.69   未

知 

  其他 

吉林雨田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8,184,136 8,409,740 1.72   未

知 

  其他 

珠海市聚隆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聚隆天玑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7,918,600 1.62   未

知 

  其他 

张文扬   6,732,000 1.37   未

知 

  境内自然

人 



喀斯喀特有限责任公

司－自有资金 

  6,612,471 1.35   未

知 

  其他 

杜辉雯   5,061,184 1.03   未

知 

  境内自然

人 

郭志鑫 3,902,183 3,902,183 0.80   未

知 

  境内自然

人 

奚宇   3,887,868 0.79   未

知 

  境内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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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共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40,420.14万元，同比增长 0.56%；实现归属母公司净

利润 2,364.62万元；扣非后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1,317.50万元，同比实现扭亏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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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衔接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计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初（2020年

1月 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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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对原计入存货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调整

至合同资产列示、将原计入其他流动资产的尚未结算的增值税销项税额调整至合同资产列示，原

计入预收款项被重分类至合同负债列示等，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的相关规定计提预期信用损失，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项目 
2019年 12月 31

日 

累积影响金额 
2020年 1月 1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小计 

应收票据 36,823,500.00 
 

-21,840.00 -21,840.00 36,801,660.00 

应收账款 686,516,795.63 -53,910,166.32 
-98,630,02

9.39 

-152,540,195

.71 
533,976,599.92 

存货 393,345,505.68 
-242,844,175.0

5  

-242,844,175

.05 
150,501,330.63 

合同资产 
 

372,780,088.06 
-54,754,48

4.23 

318,025,603.

83 
318,025,603.83 

其他流动

资产 
95,799,072.21 -71,959,204.39 

 

-71,959,204.

39 
23,839,867.82 

递延所得

税资产 
81,587,632.09 

 

19,771,416

.31 

19,771,416.3

1 
101,359,048.40 

资产合计 
2,741,716,238.4

2 
4,066,542.30 

-133,634,9

37.31 

-129,568,395

.01 

2,612,147,843.4

1 

预收款项 185,712,636.92 
-184,794,065.4

9 
 

-184,794,065

.49 
918,571.43 

合同负债 
 

169,803,013.49  
169,803,013.

49 
169,803,013.49 



应交税费 8,894,641.86 885,802.09 
-790,799.2

0 
95,002.89 8,989,644.75 

其他流动

负债 
47,726,596.32 18,171,792.21 

 

18,171,792.2

1 
65,898,388.53 

负债合计 
2,283,215,565.6

8 
4,066,542.30 

-790,799.2

0 
3,275,743.10 

2,286,491,308.7

8 

未分配利

润 
-100,277,601.90  

-132,837,6

49.04 

-132,837,649

.04 
-233,115,250.94 

少数股东

权益 
7,644,179.61  -6,489.07 -6,489.07 7,637,690.54 

所有者权

益合计 
458,500,672.74  

-132,844,1

38.11 

-132,844,138

.11 
325,656,534.63 

注：上表仅呈列受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不受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不包括在内，因此所披露

的小计和合计无法根据上表中呈列的数字重新计算得出。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 2020年 12月 3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如下： 

项目 报表数 假设按原准则 影响 

应收账款 709,285,073.26 721,741,658.17 -12,456,584.91 

存货 224,222,149.13 647,083,515.21 -422,861,366.08 

合同资产 519,407,181.79 
 

519,407,181.79 

其他流动资产 18,443,970.67 102,533,201.47 -84,089,230.80 

资产合计 1,471,358,374.85 1,471,358,374.85 
 

预收款项 
 

142,348,646.61 -142,348,646.61 

合同负债 111,869,911.63 
 

111,869,911.63 

其他流动负债 172,556,662.85 142,077,927.87 30,478,734.98 

负债合计 284,426,574.48 284,426,574.48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 2020年度合并利润表的影响如下： 

项目 报表数 假设按原准则 影响 

营业收入 1,404,201,433.45 1,394,413,191.72 9,788,241.73 

营业成本 1,228,908,847.76 1,228,908,847.76  

销售费用 11,520,471.27 11,520,471.27  

所得税费用 -3,927,131.24 -5,332,032.24 1,404,901.00 

净利润 24,990,618.53 16,607,277.80 8,383,34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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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 6户，具体包括：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 股 比 例

（%） 

表 决 权 比 例

（%） 

武汉炼化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常州百利锂电智慧工厂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常州百韩科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51.00 51.00 

北京恒远汇达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百利坤艾氢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45.00 51.00 

百利坤艾氢能科技（铜川）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三级 45.00 5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