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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烨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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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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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

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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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890479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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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烨智能 股票代码 300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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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杰 于凭水 

办公地址 南京市江宁区将军大道 223 号 南京市江宁区将军大道 223 号 

传真 025-87163326 025-87163326 

电话 025-87163306 025-87163306 

电子信箱 tzzgx@dayedq.com yup@dayedq.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电气能源领域的自动化和信息化等方面的技术研究、产品

开发、服务、生产和销售。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配电自动化终端、智能中压开关设备、变电

站自动化系统和低压电气成套设备等。公司产品的用途主要在于提高电网安全与稳定性、改

善电能质量、提高电力企业自动化和信息化水平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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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末，发行人完成了对苏州国宇70%股权的收购，苏州国宇专业从事在电力行业中

应用的电缆保护管及电气产品的研发、生产、装配和销售业务，主营产品为MPP、CPVC电缆

保护管，以及包括低压开关柜、JP柜、电能计量箱、电缆分支箱等在内的一系列低压电气成

套设备。本次收购完成后，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拓展到了电缆保护管等新领域。 

产品分类 产品类别 产品用途 产品图例 

智能中压开

关设备 

智能柱上断

路器 

安装于户外10kV架空配电线路的分段、联络节点以及用

户分界点，与控制器或FTU配合实现数据采集、自动隔离

相间短路故障和自动切除单相接地故障，提高电网供电

可靠性。 

 

环网柜 SF6气体绝缘、全封闭、智能型、免维护，安装于10kV

电缆配电线路的环网节点以及用户分界点，用于接受和

分配电能；配合DTU使用，可实现配电线路故障的自动

预判、隔离与非故障区域的自动恢复供电。主要应用场

景有城市住宅小区、高层建筑、大型公共建筑、工厂企

业、户外开闭所、箱式变电站等。 
 

中置柜 KYN28系列产品铠装式金属封闭开关设备系3-24kV三相

交流50Hz单母线及单母线分段系统的成套配电装置，主

要用于发电厂中小型发电机送电、工矿企业配电以及电

业系统的二次变电所的变电送电及大型高压电动机起动

等，实行控制、保护、监测之用。 

 

环保型充气

式高压开关

柜 

环保气体绝缘、全封闭、智能型、免维护充气式高压开

关柜，用于额定电压12kV-40.5kV电力系统中，作为接受

和分配电能之用，并对电路实行控制、保护及监测。主

要应用场景有：公共和工业配电网、基础设施工程、轨

道交通、冶金、石油化工、码头、船舶、钻井平台等领

域。 

 

低压电气成

套设备 

低压开关柜 用于城市街道、工矿企业、居民小区、高层建筑等电力

用户的交流 50Hz、额定电压 400V 的配电系统，作为动

力、照明及配电设备的电能转换，分配与控制。 

 

JP柜 用于城网、农网改造、工矿企业、路灯照明、住宅小区

等交流50Hz、额定电压400V的配电系统中，具有电能分

配、控制、保护、无功补偿、电能计量、防雷等多功能

的新型户外综合配电箱。 

 

动力配电箱 XL-动力柜适合于工业与民用建筑中作交流频率为50Hz，

额定电压400V及以下，三相四线、三相五线电力系统的

动力配电、照明配电和电动机控制用。 

 



江苏大烨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照明配电箱 照明配电箱适用于额定电压为220或380V、频率为50Hz

的交流末端电路中，作为对用电设备进行控制、配电，

对线路的过载，短路、漏电、过电压起保护作用。配电

箱适用于非专业人员使用并且不需要进行维护。 

 

电缆分支箱 用于城市街道、工矿企业、居民小区、高层建筑等电力

用户的交流50Hz,额定电压400V 的配电系统，实现将主

干电缆分接或转接至动力、照明等配电设备。 

 

电能计量箱 用于城市街道、工矿企业、居民小区、高层建筑等电力

用户的交流50Hz、额定电压400V的配电系统，作为动力、

照明及配电设备电能计量使用。 

 

配电自动化

终端 

DTU DTU即站所终端，用于10kV及以上配电网馈线回路中的

开关室、配电室、环网柜、箱式变电站等处，它与断路

器或负荷开关配合，完成“三遥”功能（遥测、遥信、遥控）

和配电线路故障定位、隔离与自动恢复供电等功能。DTU

与配网自动化主站通信，提供配电网运行控制及管理所

需的数据，执行主站对配网设备的调节命令，是配电自

动化系统的基本组成单元。 

 

FTU FTU 即馈线终端，安装在配电网架空线路杆塔处，按照

功能分为“三遥”终端和“二遥”终端， 它与柱上开关配合，

可实现配电线路故障定位、隔离与自动恢复供电等功能。

FTU 与配网自动化主站通信，提供配电网运行控制及管

理所需的数据，执行主站对配网设备的调节命令，是配

电自动化系统的基本组成单元。 

 

TTU TTU，又称台区终端或台区智能融合终端，安装在台区

低压侧，具备台区配变监测、用电信息采集与监测、低

压进出线监测、低压线路供电状态及质量监测、线损分

析及管理等功能，实现对配变台区设备、环境等集中监

控，同时支持多种本地组网和数据上传方式，是电力物

联网智慧台区建设的核心设备。 
 

故障指示 

器 

配电线路故障指示器由指示单元和监测单元组成，安装

在配电线路上，用于监测线路负荷状况、检测线路故障，

并具有数据远传功能。以故障指示器为终端设备，采用

通讯技术将其与配电自动化主站连接起来，组成简易型

配电自动化系统，可实现配电网短路和接地故障区段的

准确、快速定位，帮助运维人员排除故障，恢复正常供

电，提高供电可靠性和工作效率。 

 

变电站自动

化系统 

箱变变电站 预装式变电站俗称箱式变电站。适用于高压侧额定电压

为3.6-40.5kV，变压器容量不大于1600KVA，工作频率为

50Hz的公众能接近（如居住宅小区、厂矿企业、宾馆、

医院、商场、公园、车站机场、港口、油田和临时性设

施等户外场所）的户外箱变，通过电缆连接分配到分支

箱，可以在箱变的内部或外部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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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机保护装

置 

适用于110kV及以下电压等级的线路、主变、电容器、配

变、电动机等的保护、测量及控制，既可以分散在开关

柜就地安装，也可以集中组屏安装，产品集保护、测量、

控制和电能质量监测于一体，提供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的

完整解决方案。 

 

电缆保护管 MPP电缆保

护管 

该类型电缆保护管的主要原材料为改性聚丙烯（MPP），

相较于其他类型电缆保护管具有抗高温、耐外压等特点。 

该电缆保护管道主要适用于10KV以上高压输电线电缆

排管，此外，MPP电缆保护的管铺设施工无须大量挖泥、

挖土、破坏路面，可以在保护区、闹市、农田、高速路、

河流等一些无法实施大规模开挖作业的场合使用。  

CPVC电缆

保护管 

该类型电缆保护管主要由氯化聚氯乙烯树脂（PVC-C）

原料制得，具有价格低、抗腐蚀能力强、易于粘接、质

地坚硬等特点；通过传统的“挖槽埋管法”进行铺设，主要

适用于城市电网建设和改造领域。 

 

 
二、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趋势 

1、配电自动化与智能化 

配电自动化使用计算机、电子和通信技术对配电网、配电设备和用电设备实现远方实时

监控、协调、控制，可以大大提高配电网运行的可靠性和效率，改善电能质量，降低线损，

减少运行费用，优化配电网的运行和管理。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通信手段的进步，配电

自动化的水平也不断演进。 

早期的配电自动化是基于重合器和分段器等自动化开关设备的相互配合，不需要建设通

信网络和计算机系统，自动化程度较低。2015年国家能源局出台《配电网建设改造行动计划

（2015-2020年）》提出“2020年全面实现配电自动化覆盖90%的目标”，要求中心城市（区）

及城镇地区推广集中式馈线自动化方式，在分支线和一般性节点实现“遥信”和“遥测”（即“二

遥”），在网络关键节点采用“三遥”终端（在“二遥”基础上增加“遥控”功能）。因此，2015-2020

年，配电网自动化系统发展的主要方向是基于通信网络、馈线终端单元和后台计算机网络的

配电自动化系统，在配电网正常运行时也能起到监视配电网运行状况和遥控改变运行方式的

作用，故障时能及时察觉，并由调度员通过遥控隔离故障区域和恢复健全区域供电。由于遥

控功能对延时和通信可靠性要求很高，4G 网络和载波通信方式不能实现遥控功能；因而虽然

近年我国配网自动化率已经有较大程度的提高，但在中压配网层级，除中心城区少部分高可

靠性区域部署光纤的线路可实现“三遥”外，大部分城市区域和城镇中压配网仅配置了 “二遥”

设备。 

进入5G时代，我国电网的自动化、智能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由于5G的大规模商用可解

决无线通信方式长延时和低可靠性的问题，且其部署成本远低于光纤通信，在城市区域，可

以按照“5G+云+边+AI”的部署方案升级现有自动化系统，不断提升供电可靠性；在广大农村

区域，提升自动化水平，使自动化设备全部具有“三遥”，不断减少停电时间。配电自动化系

统还将在“三遥”的基础上增加自动控制功能，从而形成集变电所自动化、馈线分段开关测控、

电容器组调节控制、用户负荷控制和远方抄表等系统于一体的配电网管理系统（DMS）。 

2、配电设备一二次融合 

为解决配电网规模化建设改造中增量设备配电自动化覆盖以及一二次设备不匹配等问

题，同时实现线损同期管理目标，提高线损管理精益化水平，国家电网公司于2016年提出《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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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设备一二次融合技术方案》。 

该技术方案分两个阶段推进：第一阶段为配电设备的一二次成套阶段，主要工作为将常

规电磁式互感器（零序电压除外）与一次本体设备组合，并采用标准化航空插头与终端设备

进行测量、计量、控制信息交互，实现一二次成套设备招标采购与检测；第二阶段为配电设

备的一二次融合阶段，主要工作为将一次本体设备、高精度传感器与二次终端设备融合，实

现“可靠性、小型化、平台化、通用性、经济性”目标。 

整体来看，国家智能电网建设催生了一二次设备融合的趋势。未来二次设备与一次设备

产业之间的界限将越来越不明显，二次设备的部分功能将转移到一次设备之中，融合为更为

集成化的智能单元，“一二次融合”产品将逐渐成为未来配电网智能化的主流产品。报告期内，

公司依托优异的一二次设备融合创新设计能力，同时对一二次设备展开研发，推动一次设备

的智能化，将二次设备的继电保护技术、控制技术、通讯技术等应用到智能化一次设备中，

实现了一二次设备的一体化融合设计。 

3、5G新技术的应用 

2019年起，我国5G开始正式商用。5G网络可以带来大带宽、低时延、高可靠、广覆盖的

通信能力，为电力物联网的发展提供了高性能、高可靠的新型无线通信网络，使得设备的泛

在互联和海量数据的传输成为可能。并且5G网络的构建为电力自动化各类监测监控系统提供

了灵活高效、安全可靠的无线接入通道。例如，配电网自动化、主动配电网差动保护、分布

式电源接入控制等对时延要求很高的生产控制类业务，高清视频监控、无人机巡检、维修培

训等对带宽要求很高的移动应用类业务，以及信息感知采集、管理和状态监控、能耗管理等

需要海量连接的业务，都是5G新技术的应用场景，支撑智能电网状态全息感知、数据全面连

接、业务全程在线、服务全新体验的建设目标。 

4、泛在电力物联网的应用 

自2019年起，国家电网公司开始推进泛在电力物联网建设。泛在电力物联网是围绕电力

系统各环节，充分应用移动互联、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先进通信技术，实现电力系统

各个环节万物互联、人机交互，具有状态全面感知、信息高效处理、应用便捷灵活特征的智

慧服务系统，是电网和物联网深度融合的产物，属于工业互联网在电力工业的具体应用。泛

在电力物联网通过应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5G、人工智能、边缘计算等技术，不仅能

实现传统电网向能源互联网升级，还进一步促进了电网信息化升级的需求。 

对于泛在电力物联网建设，国家电网公司做出了两个阶段战略安排：到2021年初步建成

泛在电力物联网，基本实现业务协同和数据贯通，初步实现统一物联管理，各级智慧能源综

合服务平台具备基本功能，支撑电网业务与新兴业务发展；到2024年建成泛在电力物联网，

全面实现业务协同、数据贯通和统一物联管理，公司级智慧能源综合服务平台具备强大功能，

全面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能源互联网生态圈。国家电网公司推动的泛在电力物联网建设对公

司主营业务涉及的变电站自动化、配电物联网等领域都将产生深刻的影响，变电环节的设备

遥控、视频监控，配电环节的配网自动化、设备监控等，都将成为电力物联网的应用场景。 

三、行业特有的经营模式、周期性、区域性和季节性特征 

1、行业特有的经营模式 

智能配电网设备一般用于电网建设，主要销售模式是参与各省级电力公司的招标，中标

后按照购销合同进行设计和生产。设备的交付一般为运至买方指定地点，经安装测试、正常

运行后验收或者运至买方地点开箱验收。设备款项的支付有两种模式，分别为在产品验收合

格后支付100%不留质量保证金和在产品验收合格后支付90%-95%的款项，余款5%-10%作为

质量保证金，在质量保证期满后支付。这两种模式都有一到两年的质量保证期。 

2、行业的周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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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配电网设备行业与国民经济发展和电力建设投资息息相关，其周期性与整个电力行

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周期性基本一致。未来五年，智能电网建设将进入引领提升阶段，电网

建设投资将持续保持高位增长，且变、配电设备投资的占比呈现稳中有升的态势，对智能配

电网设备产品的需求旺盛，所以本行业将迎来较长的发展机遇期。 

3、行业的区域性特征 

电力系统是配电自动化设备产品的主要用户。两大电网公司实行集中招标后，该类产品

的销售并不受区域限制，但受限于产品的运输半径，就近生产具有一定的成本优势；同时特

定区域的企业由于销售网络完善、供货及时、售后服务便捷等因素会具有一定的区域优势。 

4、行业的季节性特征 

智能配电网设备行业的客户主要集中在各级电力公司及其指定的设备采购单位。两大电

网公司及其下属的各省级电力公司工程建设项目均按年度安排，建设项目从项目申报与审批、

招投标组织到项目施工、设备供货等在年度内依序展开。一般来说，从一季度开始，各批次

物资招投标陆续展开；项目施工一般会避开寒冷冬季和春节假期，设备采购和供货主要集中

在第三、第四季度。因此，行业内企业的销售实现一般主要集中在下半年，下半年的销售收

入明显高于上半年。行业内企业回笼货款的时间段也主要集中在三、四季度。综上，本行业

企业经营的季节性特征较为明显。 

四、发行人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一）发行人的市场占有率和行业地位 

智能配电网设备制造业中生产企业较多，市场竞争较为充分，缺乏权威的有关行业中各

公司市场占有率及其行业排名的数据，公司产品的市场数据主要来自发行人对公司主要市场

区域的中标情况统计。公司的主要客户为国家电网公司下属的各级电力公司及其指定的设备

采购单位。 

1、智能柱上开关设备 

国内生产柱上开关设备的企业数量有限，但生产普通的中压开关的厂家数量较多，保守

估计超过200家。电网公司在招标中对单个公司一般都设置有中标包数限制，因此单个公司在

行业内所占市场份额有限。但在公司的主要市场区域，如山东、上海等，公司的柱上开关产

品占有较高的市场份额，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2018-2020年度，公司智能柱上开关设备合计

中标金额分别为9,744.07万元、9,225.16万元、6,729.64万元，在该项业务开展的部分地区中标

金额及排名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国网下属单位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中标金额 排名/备注 中标金额 排名/备注 中标金额 排名/备注 

山东省电力公司 3,310.14 2 - - 3,756.33 1 

安徽省电力公司 1,174.23 5 - - 838.24 7 

冀北电力公司 - - - - 836.63 2 

河南省电力公司 - - - - 1,364.63 首次中标 

湖南省电力公司 - - - - 311.51 首次中标 

福建省电力公司 - - 2,646.40 7（首次中标） - - 

上海市电力公司 1,601.46 2 1,773.69 2（首次中标） - - 

河北省电力公司 - - 1,168.34 3（首次中标） - - 

2、10kV环网柜及箱式开闭所 

2018年公司在国家电网公司10kV环网柜、箱式开闭所的招标中取得了历年最高中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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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10kV环网柜及箱式开闭所中标金额合计13,839.26万元，2019年中标金额合计5,441.70万

元，2020年中标金额合计6,982.33万元。其中，公司10kV环网柜及箱式开闭所在该项业务开

展的部分地区中标金额及排名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国网下属单位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中标金额 排名/备注 中标金额 排名/备注 中标金额 排名/备注 

山东省电力公司 1,564.24 8 1,134.88 2 3,319.32 10 

上海市电力公司 2,805.05 3 - - 2,075.63 7 

陕西省电力公司 - - - - 1,326.16 1 

天津市电力公司 - - - - 1,036.77 9 

浙江省电力公司 - - 1,289.18 17 - - 

3、低压电气成套设备 

低压电气成套设备领域厂家数量较多，公司产品具备一定的集成设计优势。2018、2019

年度，公司低压电气成套设备的中标总额分别7,396.61万元、8,759.32万元；受新冠疫情影响，

2020年度公司中标总额为3,003.1万元。公司在国网公司的各次低压电器成套设备招标中，部

分地区低压开关柜和JP柜中标金额及排名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国网下属单位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中标金额 排名/备注 中标金额 排名/备注 中标金额 排名/备注 

（1）低压开关柜 

山东省电力公司 - - - - 1,957.28 6 

上海市电力公司 2,135.1 10 6,451.49 4 3,633.68 2 

（2）JP柜 

山东省电力公司 - - 1,586.65 6 733.72 1 

浙江省电力公司 - - - - 687.98 16 

4、配电自动化终端 

配电自动化终端为配电自动化系统中的细分产品领域，该产品具有技术门槛较高的特点，

目前国内能够实现规模化应用的厂商较少。因无法获取该细分产品领域的有效市场数据，故

未做市场排名比较。公司利用变电站自动化领域积累的深厚保护测控技术开发的配电自动化

终端在可靠性、使用便捷性等方面有一定技术优势，2018年、2019年及2020年公司配电自动

化终端销售收入分别为2,458.16万元、4,255.91万元和3,421万元。公司在2018年度江苏省电力

公司的配电自动化终端招标中累计中标5,540.99万元，中标金额排名第三；在2020年度江苏省

电力公司的配电终端招标中累计中标4,675.71万元，中标金额排名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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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289,479.86 386,148,084.92 40.18% 355,366,687.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3,278,085.28 33,213,479.56 90.52% 35,796,15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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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9,599,630.02 31,133,143.78 91.43% 33,610,410.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0,550,341.12 58,637,597.34 190.85% -21,727,473.2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03 0.1139 75.86% 0.12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93 0.1139 74.98% 0.12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08% 5.50% 1.58% 6.18%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311,898,434.06 1,266,624,874.79 3.57% 795,268,487.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26,255,148.10 862,189,812.70 7.43% 587,776,40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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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34,748.20 179,112,883.99 157,972,874.93 170,368,97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75,203.74 20,861,537.47 20,377,553.72 24,914,197.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259,964.46 20,122,950.28 20,454,341.05 23,282,303.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474,756.81 12,102,292.54 74,535,339.25 111,387,46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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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2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8,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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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杰 境内自然人 36.51% 115,317,000 86,487,750   

南京明昭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66% 33,682,500 0 质押 18,970,000 

北京华康瑞宏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00% 18,955,660 0   

吴国栋 境内自然人 5.05% 15,962,315 15,962,315   

蔡兴隆 境内自然人 1.54% 4,858,096 4,858,096   

王国华 境内自然人 1.50% 4,742,490 0   

王骏 境内自然人 1.10% 3,470,068 3,470,068   

张岳洲 境内自然人 0.79% 2,500,000 0   

杨晓渝 境内自然人 0.55% 1,722,000 1,7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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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启明 境内自然人 0.45% 1,408,1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截止报告期末，控股股东陈杰先生为南京明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并是该企业执

行董事兼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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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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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公司上下同心，在各级政府及公司董事会的坚强领导下，奋力抗击疫情取得新冠疫情防

疫全面胜利。虽然新冠疫情导致公司2020年相比2019同期少发货2个月有余，但公司迅速调整2020年度经营计划，并有序推

进各项工作，尽最大努力了降低疫情对公司业绩的影响。随着2020年被并购企业苏州国宇碳纤维科技有限公司纳入上市公司

治理体系，上市公司体系内各主营业务稳固发展，至年末基本完成各项经营指标。在不断提升公司技术实力、质量和服务基

础上，密切围绕市场需求最前沿不断拓展新经营区域，革新绩效考核机制，引入并试点分之合管理体系，推进已并购项目的

经营、财务及文化与上市公司的融合。 

       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41,289,479.86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40.1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3,278,085.28元，较上年同期增90.52%，主要系报告期内（1）2020 年上市公司本体供应市场的主力产品进一步得到提质升

级、以中标类订单为主力的销售结构在2019年的基础上，又提高了毛利率3.48个百分点；（2）2020年苏州国宇碳纤维科技

有限公司销售收入等纳入上市公司利润表，对2020年上市公司业绩的增长做出了一定贡献；（3）紧跟市场前沿技术，服务

国网公司为主体的客户需要，公司2020年度继续较大幅度提升科技研发支出力度，较上年同期增加 29.85%；（4）2020年由

于新冠疫情影响，公司经营管理类费用相比2019年增幅仅为3.82%。截止到 2020年 12 月 31 日，未履行的中标合同尚有2.6 

亿元。 

 

        20120年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公司主要开展以下工作： 

        1、市场业绩稳步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在现有国家电网配电自动化产品服务省份的基础上又新增吉林、内蒙等市场，进一步扩大了公司产

品的市场影响力，截止2020年12月31日，市场区域覆盖了北京、上海、天津、山东、江苏、浙江、福建、河北、冀北、江西、

安徽、湖南、河南、山西、陕西、辽宁、吉林、内蒙古等 19个省份。因应服务区域的扩张，公司深化营销体系改革，由原

三大业务变革为华东、华南、东北、华北、及西北五大营销区域，配置得力负责人担任区域营销总监，并辅以商务服务体系，

全面提升对客户的服务能力，提振公司市场反应能力，服务公司高质量的发展。 

        2、技术研发优化升级 

       2020 年，公司持续加大在技术研发团队和产品研发的投入，从外部引进业内高级专业人才，优化原有的的技术研发

团队，公司重点推进高标准（优质）环网柜、高标准（优质）柱上开关、新型环保中压开关、标准化配电终端 （DTU、FTU）、

融合终端的研发，加大研发投入，相继完成多项新产品型式试验验证，取得多项研发成果。截止到 20120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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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拥有 34 项专利和 26项软件著作权，2020 年度公司共投入研发资金 2,488.95万元。 

       3、质量管理及售后服务持续改善 

        公司长期遵循“讲求实效，完善管理，提升质量，增创效益”的质量方针。公司已通过 GB/T19001-2016 质量管理体系、

GB/T24001-2016 环境管理体系、GB/T28001-201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以及国家强制性产品 3C 认证。公司结合

质量管理的实际状况、产品特点、所处的内外部环境、顾客的需求和期望，建立了标准化管理体系，通过定期和专题质量会

议，及时解决生产过程和售后反馈的质量问题，将质量目标分解，层层落实，由检验员行使质量否决权和奖罚权。完善了供

应商筛选、采购质量索赔及各种原材料检验管理体系，加强原辅材料的检验，以确保所提供的原辅材料能够持续地符合本公

司产品规定的要求，严格控制不合格品的流入。实施三检制度，通过“自检、互检和专检”,强化产品生产过程的质量控制，

健全完善产品质量控制体系。每一台成品都要经过严格的质量把关，并存有完整的检验记录，以便追溯。合理调配售后团队，

确保在客户要求的时间内完成现场服务工作，保障项目的顺利投运。不断提升，精益求精，确保现场服务一次完成，让客户

满意，让公司受益。 

      4、利润分配及股份增发实施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以 194,400,000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公司总股本由 194,400,000 股变更为 291,600,000 股，公司已于 2019 年 6 月 27 日实施该分

配方案。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9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关于核准江苏大烨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向吴

国栋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 2469 号），2019 年 12 月 30 日，公司完成发行新股及现金购买苏州

国宇 70%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并完成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总股本由 291,600,000 股增至 315,890,479 股。 

      5、参股产业基金 

       南京金体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是本公司2020年经过公司董事会慎重考虑，并结合公司未来发展，参股设立

的。一方面通过该基金寻找一批优质企业的，为未来上市公司再并购寻找方向，另一方通过投资一些优质企业获取必要的投

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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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压电气成套设

备 
96,155,462.42 15,584,323.61 16.21% -17.12% -27.68% -2.37% 

智能中压开关设

备 
195,737,333.36 63,920,033.40 32.66% -10.47% -0.71% 3.21% 

线缆保护管 214,817,510.77 77,337,569.41 36.00% 100.0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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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苏州国宇碳纤维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控股子公司其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等上市公司合并报表，其净利润的70%归属于

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江苏大烨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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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新收入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根据财会〔2017〕22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政部修订了收入的核

算要求，相关修订适用于2020年1月1日之后的交易。 

 

根据新收入准则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对于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计影响数调整2020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

金额，未对2019 年度的比较财务报表进行调整。 

合并财务报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19年12月31日 重分类 2020年1月1日 

负债：    

预收款项 80,800.00 80,800.00 - 

合同负债 - 71,504.42 71,504.42 

其他流动负债 - 9,295.58 9,295.58 

 

母公司财务报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19年12月31日 重分类 2020年1月1日 

负债：    

预收款项 80,800.00 80,800.00 - 

合同负债 - 71,504.42 71,504.42 

其他流动负债 - 9,295.58 9,295.58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及2020年度利润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合并财务报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20年度 影响数 

旧准则 新准则 

预收款项 1,711,222.12 20,000.00 -1,691,222.12 

合同负债 - 1,691,015.04 1,691,015.04 

其他流动负债 - 207.08 207.08 

营业成本 363,619,957.49 373,003,682.08 9,383,724.59 

销售费用 32,893,803.18 23,510,078.59 -9,383,724.59 

 

母公司财务报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20年度 影响数 

旧准则 新准则 

预收款项 21,800.00 20,000.00 -1,800.00 

合同负债 - 1,592.92 1,592.92 

其他流动负债 - 207.08 207.08 

营业成本 208,084,775.39 211,382,684.59 3,297,909.20 

销售费用 22,398,956.41 19,101,047.21 -3,297,9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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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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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原因 

结合本公司自查发现的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情况，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

定，公司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了更正，并对受影响的以前年度财务数据进行了追溯调整。 

 

二、前期差错更正的事项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对合并资产负债表各期的影响如下：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更正前 更正数 更正后 

预付款项    14,760,537.89    -10,045,158.09      4,715,379.80  

其他应收款    15,386,255.22     16,507,102.20     31,893,357.42  

其他流动资产       177,463.30        -17,026.19        160,437.11  

商誉   154,727,666.14         31,013.60    154,758,679.74  

递延所得税资产     3,652,846.16        140,515.73      3,793,361.89  

应付账款   153,937,228.33      7,180,559.91    161,117,788.24  

应交税费    11,259,031.75         15,697.17     11,274,728.92  

盈余公积    24,508,366.45        -56,651.83     24,451,714.62  

未分配利润   198,255,561.81       -509,866.45    197,745,695.36  

少数股东权益    67,661,125.85        -13,291.55     67,647,834.30  

 

2、对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各期的影响如下：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更正前 更正数 更正后 

预付款项     8,779,299.95     -7,519,440.09      1,259,859.86  

其他应收款     6,073,267.03     11,333,507.91     17,406,774.94  

其他流动资产       177,463.30        -17,026.19        160,437.11  

递延所得税资产 2,130,945.99       117,000.00      2,247,945.99  

应付账款 115,285,832.93     4,480,559.91    119,766,392.84  

盈余公积 24,508,366.45       -56,651.83     24,451,714.62  

未分配利润 198,975,297.94      -509,866.45    198,465,431.49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更正前 更正数 更正后 

预付款项    

其他应收款    

 

（二）利润表项目 

1、对合并利润表各期的影响如下： 

项目 2019年度 

更正前 更正数 更正后 

财务费用    -7,168,479.79       -113,507.91     -7,281,987.70  

信用减值损失      -992,964.76       -780,000.00     -1,772,964.76  

所得税费用     4,180,900.36        -99,973.81      4,080,926.55  

 

2、对母公司利润表各期的影响如下： 

项目 2019年度 

更正前 更正数 更正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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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费用 -7,157,586.90 -113,507.91 -7,271,094.8  

信用减值损失 -990,840.80 -780,000.00    -1,770,840.80  

所得税费用 4,445,601.32 -99,973.81     4,345,627.51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对合并现金流量表各期的影响如下： 

项目 2019年度 

更正前 更正数 更正后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84,478,694.21     -6,000,000.00    278,478,694.21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9,230,007.41      6,000,000.00     85,230,007.41  

 

2、对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各期的影响如下： 

项目 2019年度 

更正前 更正数 更正后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84,189,194.21     -6,000,000.00    278,189,194.21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8,838,623.58      6,000,000.00     84,838,623.58  

 

三、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批准情况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议案已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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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2020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为4户。本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增加1户，为公司新成

立的控股子公司江苏大烨汇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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