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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45                           证券简称：华力创通                           公告编号：2021-012 

北京华力创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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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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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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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217,087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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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力创通 股票代码 30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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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梦冰 宋龙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8 号院乙 18 号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8 号院乙 18 号 

传真 010-82803295 010-82803295 

电话 010-82966393 010-82966393 

电子信箱 IRM@hwacreate.com.cn songlong@hwacreat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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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营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深耕国防及行业信息化领域，聚焦卫星应用、仿真测试、雷达信号

处理、轨道交通、无人系统等公司主营方向，不断推动技术升级和应用创新。公司依托核心

技术和完善服务，为我国航空航天、国防电子、特种装备等国防市场提供自主可控的核心器

件及模块、终端、系统和解决方案；为交通运输、应急通信、灾害预警、智慧城市等行业领

域提供产品、解决方案及运营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及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主要产品 

    1、卫星应用领域 

   在卫星应用领域，公司依托于我国自主建设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和天通移动卫星通信系统

开展相关的产品研究及应用推广，目前已经形成“芯片+模块+终端+系统解决方案”的产业格

局，技术和产品在应急管理、地灾监测、机载通信、国防装备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卫星应

用产品主要包括： 

    第一，芯片模组产品，主要是指北斗导航基带芯片、天通卫星通信基带芯片以及相应的模

块产品。北斗芯片和天通芯片的研制奠定了公司的行业地位，为进一步的产品研制提供了技

术基础。 

第二，终端类产品，主要是指为适应不同应用场景而研制的各类手持、车载、机载、船

载等定位或通信终端。在北斗领域，公司研制的各类北斗终端已经在交通、国防、应急等领

域得到广泛应用。在组合导航领域，公司研制的光纤陀螺组合导航系统已完成定型鉴定，并

应用于某型无人机。在卫星通信领域，公司研制了HTL1200功能型、HTL2600智能型、HTL6100

通信热点型、HTL8100数据终端型等多种型谱卫星通信终端，以适应不同场景的应用需求。 

    第三，测试类产品，主要是指导航测试分析仪、记录回放仪以及卫星通信综合测试仪等检

测类产品，已广泛应用于高校、研究所、工厂，以及相关第三方检测机构。 

    第四，系统级产品，主要包括北斗高精度安全监测系统、天通卫星应急通信系统，以及卫

星导航、通信综合集成应用系统。同时，公司正在积极布局和研制适用于民用航空的机载北

斗卫星导航系统和机载卫星通信系统。 

    公司紧跟卫星应用领域的发展趋势，积极开展北斗三号、天通一号、低轨卫星通信的创新

技术和产品应用研究，为迎接卫星应用产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作好充分的技术准备和产业筹划。 

    2、仿真测试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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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仿真测试领域，公司以航电总线相关产品以及仿真测试技术领域为核心，致力于打造针

对武器装备和高端制造的通用化仿真测试平台，公司潜心进行新型航电总线技术研究，可以

提供多样化的航电总线产品以及灵活的IP CORE，提供丰富的技术保障服务和装备配套。具

体产品主要包括： 

    第一，标准化货架产品，包括多种航电总线终端板卡以及IP Core等核心产品，还有便携

式航电网络分析仪以及航电总线交换机等标准货架产品。 

    第二，总线测试综合平台，自主研发的航电总线测试升级平台BEST+，提供了针对大型飞

机的航电综合系统测试方案，总线一致性测试和自动化测试的解决方案，以及数字化的系统

验证方案。该平台能够快速搭建多网、多总线的仿真测试环境，并可根据用户的需求进行定

制拓展，为新一代的总线通讯仿真和系统测试提供全新的解决方案。 

    第三，系统仿真测试集成平台，针对航空、航天、轨道交通等行业等应用特点，配合业务

逻辑，扩展了HRT和SIVB平台，能够满足机载设备、发动机、机电系统、飞控系统、卫星应

用的综合仿真测试验证业务需求。 

    第四，公司从事仿真应用开发及仿真可视化系统的集成，可提供具有核心知识产权的光电

半实物仿真系统集成解决方案、电磁仿真定制型系统解决方案和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的可视化

信息系统，积极推进仿真技术的创新发展。 

    3、雷达信号处理领域 

在雷达信号处理领域，公司专注于先进雷达信号处理设备、雷达射频仿真测试设备、复

杂电磁环境构建与监测系统，主要包括三大类产品，分别是： 

第一，型号装备类产品，包括雷达信号处理机，雷达侦察干扰机等。 

第二，雷达与电子对抗射频仿真测试设备，包括雷达综合测试仪、雷达干扰机测试仪、

雷达实时回波模拟器、实时杂波信号模拟器、射频信号高速记录与回放设备、雷达电子靶标、

相控阵天线模拟器等。 

第三,复杂电磁环境构建与监测系统，包括复杂电磁环境规划与管理系统、雷达干扰信号

模拟系统、雷达回波信号模拟系统、雷达辐射源信号模拟系统、复杂电磁环境信号监测系统

等。 

    4、轨道交通领域 

 轨道交通业务主要服务于城市轨道交通领域，为其提供两大类产品，分别是： 

 第一、用于保障轨道交通安全运营的站台门系统，该系统可有效防止乘客跌落轨道产生

意外事故，提升运营效率；还可减少列车运行噪音、活塞风对候车环境的影响，从而为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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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一个更加舒适、安全的候车环境。公司站台门系统为行业内主流品牌，已应用于上海、

深圳、成都、西安、杭州、青岛、苏州、常州等多个城市共计40多个地铁项目中，凭借产品

的技术优势及公司的项目执行力，受到了各城市地铁业主的一致好评。公司积极研制与站台

门系统配套的站台门风阀系统、车地无线控制系统、轨道交通智慧运维平台、站台门多媒体

广告系统、站台间隙视觉探测系统等配套子系统，为客户提供更加全面、细致、智能的解决

方案，顺应城市轨道交通智能化发展方向。 

第二、再生制动能量逆变吸收装置，系统已应用于成都、郑州、常州等多个城市地铁项

目，所拥有的IGBT技术处于行业内较先进地位，该装置主要用于城市轨道交通列车再生制动

能量的回收再利用，将列车制动电阻消耗的电能反馈给电网，做到能量再利用，降低了地铁

运营能耗，起到了节能环保的功效。公司同步在研发再生制动能量超级电容储能装置，该装

置可以存储制动能量，实现制动能量更高效率的再利用。 

5、无人系统领域 

    在无人系统领域，公司重点发展以特种行业应用的中小型无人机系统、小型侦察无人车系

统和反无人机系统，着力打造高性能、高可靠、智能化、强环境适应性等特点。报告期内，

公司加速自研进度，自主研发的倾转旋翼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系留无人机、网捕无人机

取得重要进展，基于5G信息链路的无人机和无人车协同侦察系统已通过演示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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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5,075,495.41 640,914,663.47 0.65% 678,834,267.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847,854.97 -147,549,739.89 118.87% 118,070,393.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525,802.73 -149,582,628.64 113.72% 113,848,015.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9,625,323.16 30,388,446.27 260.75% 7,400,458.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53 -0.2398 118.89% 0.19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53 -0.2398 118.89% 0.19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2% -8.26% 9.88% 6.79%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2,394,246,267.44 2,310,128,290.51 3.64% 2,347,764,78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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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41,488,371.82 1,702,928,418.73 2.26% 1,878,446,27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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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775,679.27 185,439,504.19 166,967,211.87 122,893,100.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730,810.13 10,636,181.84 14,760,150.43 -18,279,287.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894,294.41 10,579,397.51 12,304,315.46 -20,252,204.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5,660,172.71 18,409,372.14 -38,108,269.97 204,984,39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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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193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61,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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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小离 境内自然人 17.72% 108,866,400 81,649,800 质押 17,480,000 

王琦 境内自然人 13.92% 85,498,664 70,123,998 质押 10,380,000 

熊运鸿 境内自然人 5.51% 33,848,715 25,386,536   

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道泰信泉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1% 6,824,600 0   

王从起 境内自然人 0.76% 4,656,153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52% 3,221,099 0   

李宗利 境内自然人 0.49% 3,008,604 3,008,604   

吴梦冰 境内自然人 0.32% 1,960,000 1,860,000   

陆伟 境内自然人 0.32% 1,955,002 0  1,955,00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中证

人工智能主题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31% 1,930,63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高小离、王琦和熊运鸿为一致行动人，是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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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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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十三五”的收官之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和宏观经济下行等不利影响，公司管

理层及全体员工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在做好防疫防控、确保员工健康安全的前提下，有序

推进复工复产。公司积极践行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抓市场、保生产、重质量、谋发展，降

本增效，夯实主业，有序推进产业化发展和集团化建设。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64,507.5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0.6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784.79万元，实现

扭亏为盈。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成果如下： 

（一）夯实主业，蓄势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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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卫星应用业务 

    在卫星应用领域，公司专注于卫星导航、卫星通信和卫星互联网的融合应用发展。基于自

主研发的卫星导航和通信的核心芯片技术，基本形成“芯片+模块+终端+系统解决方案”的全产

业格局，面向特殊机构和行业用户，提供包括芯片、模块、终端、装备、平台系统、运营服

务等全系列产品和服务。随着北斗三号系统全面建成，公司积极开展北斗三号导航基带芯片

技术、抗干扰技术、机载卫星惯性组合导航、导航通信一体化终端等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制。

报告期内，北斗三号导航基带芯片完成设计并顺利流片，完成了北斗抗干扰基带处理芯片的

设计和验证工作。基于北斗三号芯片，公司开始研制适用于北斗三号的相关装备及终端；惯

性组合导航产品和通导综合终端方向完成了型号的研制及定型工作，完成了万余套北斗二号

产品的交付。 

    公司在卫星导航领域积极践行“北斗+”和“+北斗”推广应用模式，依托核心技术和应用研

究，进一步夯实和提升北斗综合应用能力，将“终端+平台”模式逐渐深入到行业细分应用领域。

在民用航空机载北斗领域，公司研制了国内首套基于北斗空地链路的国产化航空飞行器地面

数据监视系统，启动了机载北斗定位追踪设备的CTSOA适航申请；顺利完成AG600飞机的全

球卫星导航设备的初样阶段功能验证，并进入正样阶段的研制改进；同时研究民航飞机机载

北斗导航设备加改装，已完成设备研制和示范改装工程。 在北斗高精度安全监测领域，公司

升级现有技术并提升系统集成能力，开展高精度导航板卡、GNSS地表位移监测设备、高精度

解算软件及部分专用传感器设备等软硬件的升级调试，提升预警和监测能力。围绕我国地质

灾害监测需求，开展普适型监测预警，在甘肃、青海、云南等地开展地质灾害监测服务，对

降低雨季汛期、地质灾害高发期的风险事故起到了良好的保障作用。在铁路交通运输领域，

公司参股公司华力方元聚焦于北斗在铁路领域的应用，向中铁集装箱公司提供集装箱北斗定

位终端装置，用于铁路标准集装箱在国内及一带一路等国际运输过程中的定位追踪。 

在卫星移动通信领域，公司参与了应急管理部“通信卫星网络融合”项目的天通子任务研

制，向多省的消防、森林等部门交付了近千套设备，并完成了项目交付验收。华力创通在国

内政府应急、航空、边防、电力、林业、水利、气象等领域的应急通信保障系统建设中发挥

了排头兵的作用。在抗洪救灾、森林消防、地震救援等事故灾害中，保障应急管理单位及各

级应急管理部门能实现“看得见、听得到、能指挥”，协同多方对应急灾害事故迅速作出应对

措施。公司研制的HTL2200型天通卫星电话获得国家工业设计金奖提名。公司紧跟天通卫星

通信在国防信息化领域的应用步伐，积极进行相关天通卫星通信终端的研制、试验和鉴定等

工作，报告期内完成了两款终端的定型鉴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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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5G通信技术之后，低轨卫星通信已成为技术趋势和发展潮流，公司开展了前期技术论

证工作,参与我国卫星互联网系统论证工作，是系统网络、设备、测试和认证标准的主要编写

单位之一。公司与银河航天、工信部信息通信研究院已携手完成了优化的5G信号体制在低轨

卫星星座上应用的技术试验，公司承担了系统有关专用测试设备、仪表和测试信号处理的研

制工作，为该系统的产业化发展和保证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本次技

术试验证明了构建天地融合的信息基础设施的可行性，这为我国卫星通信技术发展提供了一

条新的道路，也为我国5G增强型技术和6G技术发展探索了新的方向。2020年8月，因公司在

卫星互联网领域的良好表现入选了“沙利文2020中国新基建企业榜”的榜单。        

2、仿真测试业务 

    在仿真测试领域，公司继续致力于针对高端装备和高端制造业的通用化仿真测试平台研

制，业务范围涵盖航电总线产品、半实物仿真测试、综合仿真测试等，应用领域涉及航空、

航天、船舶、兵器等国防工业和电子、电力、高铁等民用高端装备制造业。报告期内，针对

AG600水陆两用飞机的航电系统集成测试平台顺利交付客户，并成功中标AG600铁鸟数据采

集与信号仿真系统，全面保障了AG600飞机航电系统集成验证和机电系统集成验证；100%国

产化的ARINC664终端板卡顺利进入定型装机试验；此外，公司研制出的ARINC818系列产品，

经试验验证，各项技术性能指标均达到或超过国际先进水平。 

    在系统仿真领域，公司与多家同行业伙伴合作，构建仿真生态，助力推进传统仿真技术的

国产化应用转型。报告期内，公司实施完成了《统一场景仿真控制系统》和《任务规划仿真

软件》等多项特色更为鲜明和场景适配性更灵活的软件仿真项目。承接了多个国内主体研究

院所的信息系统的设计实施项目。在某基地，创新性地实现了国内最大的三维大规模流场虚

拟化可视系统。在昆明某所，交付完成了有行业示范意义的三维虚拟装配系统；并配合中车

集团，实施完成了智慧列车的集中控制运维平台建设，为国内的各类大中型国有企业的信息

化系统集成提供集国际技术先进性与国产化实现优化相结合的集成服务。 

    3、雷达信号处理  

    在雷达信号处理领域，公司完成了多款100%国产化的信号处理板卡研制任务，多款国产

化产品进入小批量生产阶段；公司成功完成多款星载载荷测试系统，产品种类日益丰富，测

试功能模式更加丰富，测试指标更加精准；公司承担的双波段星载降水雷达地面综合测试系

统完成研制，成功交付；在导引头测试领域，公司参与了多个国家重点型号的研制任务；公

司将继续加强在雷达信号处理、雷达信号测试领域的技术能力，服务于我国雷达设备的研制

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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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轨道交通业务 

    公司轨道交通业务主要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明伟万盛进行开展。2020年，新冠疫情对轨道交

通业务造成了一定的冲击，新建项目少，在建项目验收压力大。在众多不利局面下，公司努

力“保交付，保开通”，参与建设轨道交通项目二十余个，完成交付项目十余个。明伟万盛主

导了地铁站台间隙障碍物视觉探测系统的研发和成都5号线九兴大道站试点项目的顺利开展，

这是间隙障碍物视觉探测技术在地铁领域的首次应用，为后续的市场开拓奠定了技术基础和

项目经验。明伟万盛参与的全国首个GOA4级自动驾驶地铁项目已经顺利验收并开通运行，

无人驾驶地铁站台门系统技术方案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二）重视质量，加强体系建设 

    公司坚持“科技创新、优质高效、顾客满意、持续改进”的质量方针，始终重视质量体系建

设。报告期内，公司持续优化和改进内部流程，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将精细管理渗透到运营

的每一个环节，顺利通过了GB/T19001-2016/ISO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认证、GJB9001C-2017

国军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AS9100D:2016航空航天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及GJB5000A-2008二级

现场评价。2020年，公司顺利通过了中国商飞的供应商资格审查，成为中国商飞的一级供应

商，为公司拓展北斗在民用航空领域的应用奠定了良好基础。为了确保重要项目顺利实施、

质量受控，公司加强重点项目管理，重要项目流程、计划做到清晰可见，执行过程透明，确

保重点项目顺利交付，并将研制流程与质量体系相融合，确保产品质量。2020年9月，公司参

与的“北斗精密报告定位系统”项目，获得卫星导航定位科技进步奖特等奖。此奖项是我国卫

星导航技术领域一项重要的科学技术奖，主要授予我国卫星导航定位领域的科学研究、技术

创新与开发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及个人。另外，北京市授予公司第一批“民参军骨干企

业”。 

    （三）优化组织架构，聚焦芯片设计  

为适应公司发展需求及市场环境变化，掌握同行业技术发展动态，推动新技术的应用，

推进公司产业化进程，公司在2020年初优化组织架构体系，设立产业发展研究院，主要负责

组织开展产业发展战略和政策研究，拟制产业发展规划，提出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的技术发

展战略、策划推进国际国内市场建设等。另外，为进一步加强公司在卫星应用核心芯片领域

的技术实力，抓住国家大力发展集成电路的良好机遇，公司在成都设立全资子公司华力智芯

（成都）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华力智芯将依托当地的政策、产业、人才、市场等资源优势，

进一步聚焦集成电路领域，重点开展卫星导航、卫星通信、北斗+5G等领域芯片的设计和研

发，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提升公司的可持续经营能力，加速公司卫星应用产业化的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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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启动再融资，蓄积发展势能 

    为顺应公司战略发展需要，优化产品结构，公司启动再融资事项，计划募集资金3.3亿，

将主要用于布局公司北斗+5G融合终端基带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以及北斗机载终端及地面

数据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两个项目的启动有助于填补公司在室内高精度定位领域芯片的

技术空白、拓宽公司的产品线，有助于巩固公司在北斗产业以及在航空领域的优势、深入民

用航空市场，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为公司增长增添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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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星应用 228,002,029.79 14,645,934.74 56.14% -13.75% 124.47% 1.31% 

雷达信号处理 103,961,204.33 6,678,050.26 43.65% -0.77% 128.16% -1.41% 

机电仿真测试 68,612,565.52 4,407,395.66 24.37% 61.94% 145.95% -5.19% 

仿真应用集成 92,134,784.83 5,918,368.56 14.17% 19.17% 133.81% -5.00% 

代理及其他 59,592,557.71 3,827,986.58 9.92% 40.26% 139.80% 2.68% 

轨道交通应用 92,654,167.51 5,951,731.62 26.54% -15.37% 124.01% -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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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784.79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18.87%，

主要是因为上年对收购企业江苏明伟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导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大

幅下降。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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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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①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本公司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该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内

容进行了调整。 

本公司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的控制权时，确认收入。

在满足一定条件时，本公司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否则，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履

约义务。合同中包含两项或多项履约义务的，本公司在合同开始日，按照各单项履约义务所

承诺商品或服务的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按照分摊至各

单项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计量收入。  

本公司依据新收入准则有关特定事项或交易的具体规定调整了相关会计政策。例如：合同成

本、预收款项等。 

本公司已向客户转让商品而有权收取对价的权利，且该权利取决于时间流逝之外的其他因素

作为合同资产列示。本公司已收或应收客户对价而应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义务作为合同负债列

示。 

本公司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本公司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

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本公司仅对在2020年1月1日尚未完成

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本公司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 

（2020年1月1日） 

因执行新收入准则，本公司将与销售商品及提供劳

务相关、不满足无条件收款权的收取对价的权利计

入合同资产；销售商品及与提供劳务相关的预收款

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 

应收账款 -22,977,793.55 

合同资产 22,977,793.55 

合同负债 66,878,894.07 

预收款项 -72,391,275.87 

其他流动负债 5,512,38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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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影响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影响金额 

2020年12月31日 

应收账款 -18,762,996.27 

合同资产 18,762,996.27 

合同负债 64,832,144.62 

预收款项 -67,653,846.64 

其他流动负债 2,821,7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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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影响的利润表项目 影响金额 

2020年年度 

营业成本 2,108,165.22 

销售费用 -2,108,165.22 

②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 

财政部于2019年12月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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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释第13号修订了构成业务的三个要素，细化了业务的判断条件，对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的购买方在判断取得的经营活动或资产的组合是否构成一项业务时，引入了“集中度测试”的

方法。 

解释第13号明确了企业的关联方包括企业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共同成员单位（包括母公司和

子公司）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以及对企业实施共同控制的投资方的企业合营企业或联营

企业等。 

解释13号自2020年1月1日起实施，本公司采用未来适用法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进行会计处理。 

采用解释第13号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关联方披露产生重大影响。 

（2）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  目 2019.12.31 2020.01.01 调整数 

应收账款 876,065,840.14 853,088,046.59 -22,977,793.55 

合同资产 —— 22,977,793.55 22,977,793.55 

预收款项 72,391,275.87 - -72,391,275.87 

合同负债 —— 66,878,894.07 66,878,894.07 

其他流动负债 - 5,512,381.80 5,512,381.80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  目 2019.12.31 2020.01.01 调整数 

应收账款 689,067,029.67 672,685,764.26 -16,381,265.41 

合同资产 —— 16,381,265.41 16,381,265.41 

预收款项 39,123,986.23 - -39,123,986.23 

合同负债 —— 35,314,495.66 35,314,495.66 

其他流动负债 - 3,809,490.57 3,809,49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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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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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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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本期拥有14家子公司：华力创通国际有限公司、北京华力天星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华力睿源微波技术有限公司、北京怡嘉行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华力创通半导体有限公司、天

津市新策电子设备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华力创通科技有限公司、成都华力创通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华力创通科技有限公司、江苏明伟万盛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华力智信科技有限公司、贵

州华力创通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华力智飞科技有限公司、华力智芯（成都）集成电路有限公

司（本期新增）；4家孙公司：怡嘉行科技（香港）有限公司、成都华力锐测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恒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成都嘉盛通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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