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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龙源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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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

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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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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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变更，为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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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216,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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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源技术 股票代码 30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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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克冷 张天怡 

办公地址 
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白云山路

2 号 

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白云山路

2 号 

传真 0535-3417190 0535-3417190 

电话 0535-3417182 0535-3417182 

电子信箱 p0002400@chnenergy.com.cn p0002400@chnenergy.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围绕燃煤锅炉节能环保技术领域，经过多年积累发展形成了节能、环保两大业务板块，在节油点火、低氮燃烧、燃

烧优化控制等方面拥有多项核心技术。在深耕火电燃烧控制领域的同时，公司始终坚持技术创新，向非电领域及电站运行智

能化（软件）领域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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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节能业务包括节油类业务，省煤器类业务项下的分级省煤器及MGGH等。节油类业务主要用于燃煤锅炉的点火及低负

荷稳燃，应用等离子体点火技术或微油点火技术可大大降低锅炉燃油用量，经济效益显著。公司主要技术指标和市场占有率

保持业内领先水平，并首先实现海外出口。省煤器技术是通过吸收并利用锅炉烟气热量，提高燃煤机组效率及环保设施效率

的技术。 

公司环保业务包括低氮燃烧业务，省煤器类业务项下的烟羽治理业务、宽负荷脱硝烟气旁路业务，锅炉综合改造业务等。

公司低氮燃烧业务是通过相关技术和设备控制燃烧工况，在不影响机组燃烧效率的情况下降低燃烧产物（烟气）中氮氧化物

生成量。烟羽治理业务主要用于减轻或消除燃煤锅炉烟囱排出的有色烟羽、石膏雨等现象，甚至还可以降低脱硫水耗、协同

脱除污染物，环保效益明显。宽负荷脱硝烟气旁路技术是一种加装旁路烟道实现宽负荷脱硝的技术，实施该技术可大幅度提

高机组低负荷工况SCR入口烟温。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走出去”战略，签约津巴布韦等离子体项目，积极跟进其他海外地区节油点火项目并取得一定进

展。积极推广小型智能化等离子点火设备，成功签约华能福州等离子体改造项目。继续加大对非电领域的拓展，中标并实施

多项矿业、化工行业窑炉等离子体点火项目。紧密结合产品生命周期特点，强化有偿售后服务，先后与中电国瑞、大唐中水、

浙能集团等企业签订备件采购长期协议，并进驻国家能源集团电子商务网站，全年备件销售良好。 

报告期内，公司稳扎稳打开展烟羽治理业务，在实施河北龙山、衡丰、邯郸烟羽项目的基础上，成功签约天津大港、津

能、滨海3个烟羽综合治理项目。继续加大对非电领域的拓展，低氮技术成功应用于新疆广汇和太原钢铁燃气炉等项目。积

极推进LNG冷能综合利用技术、垃圾耦合燃煤电站发电技术；积极与国家能源集团内煤化工企业对接，探索在节能、环保、

固废利用、危废处置和优化控制等方面的合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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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513,336,356.69 463,838,041.94 10.67% 595,959,880.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983,044.70 8,340,387.16 67.65% 15,986,370.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095,933.35 -21,969,168.54 -9.68% -13,668,906.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899,660.02 95,742,240.43 -83.39% -73,553,267.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72 0.0163 66.87% 0.03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72 0.0163 66.87% 0.03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0% 0.37% 0.33% 0.71%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2,224,320,992.71 2,310,667,319.24 -3.74% 2,389,458,039.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52,303,434.12 1,941,822,993.37 0.54% 1,932,980,31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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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73,888.21 105,280,695.06 116,329,233.20 233,152,540.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720,220.98 2,952,282.84 2,086,587.36 29,664,395.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531,497.13 -2,745,480.41 -14,468,555.64 14,649,599.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113,335.88 25,839,763.34 -27,872,461.39 33,045,69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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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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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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44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22,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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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电科技环

保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25% 119,322,720 0   

雄亚(维尔京)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75% 96,228,000 0   

烟台开发区

龙源电力燃

烧控制工程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37% 17,300,000 0   

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3% 6,302,600 0   

曹波 
境内自然

人 
0.55% 2,811,697 0   

程永红 
境内自然

人 
0.41% 2,086,308 0   

区振达 
境内自然

人 
0.38% 1,961,000 0   

王友国 
境内自然

人 
0.36% 1,828,300 0   

广东稳健投

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35% 1,783,424 0   

张岷 
境内自然

人 
0.34% 1,729,3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国电科技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雄亚（维尔京）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国家能源集团，

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或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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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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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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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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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1,333.64万元，利润总额1,379.08万元，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98.30万元。报告期

内，公司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一）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党建党廉取得显著成效 

一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确保党的方针政策落地生根。二是夯实

党建基础，有序开展各项党建工作，强化了公司党建与经营的深度融合。三是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加大党内监督力度，

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四是健全工会及团委的组织机构，着力当好联系群众桥梁，推进群团工作有力发展。 

（二）准确把握安全生产形势，狠抓落实保安全 

公司充分认识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性，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把“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保安全”作为公司一项重要

基础性的工作任务来抓。报告期内，公司贯彻落实各项安全环保文件精神，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修订安全生产责

任制标准，层层签订《安全生产责任状》。通过开展风险预控和安全生产“两个体系”建设，明确防控重点；并开展安全生

产专项检查，查漏补缺抓好隐患整改。2019年，公司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 

（三）加强质量体系建设，促进质量管理提升 

以“科学管理、持续改进，优质高效、开拓创新”质量方针为引导，定期组织召开产品质量分析会、“质量月”等系列

活动，从源头加大管控力度，提升产品质量。全年产品综合首检合格率97.3%，较去年同比提高0.6个百分点,顾客满意度

97.93%，较目标值提升2.93个百分点, 建立“二维码防伪防窜货追溯系统”，有效减少假冒伪劣产品对客户造成的损失，为

公司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 

（四）抢抓市场机遇，实现业务拓展新突破 

一是坚定贯彻落实公司“走出去”战略，在非洲市场，公司签约首个海外总承包项目——津巴布韦等离子体项目，对提

高公司海外项目管理、国际品牌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二是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非电市场实现重点突破。中标并实施多项

矿业、化工行业窑炉等离子体点火项目及燃气炉低氮改造项目；积极推进LNG冷能综合利用技术、垃圾耦合燃煤电站发电

技术。三是坚守“发展燃烧控制技术，向新技术革命进军”的初心和使命，在智能燃烧优化、高温腐蚀防治和富氧微油点火

方面取得新的突破。四是稳扎稳打，开启烟羽治理工程总承包新征程，成功签约天津大港、津能、滨海3个烟羽综合治理项

目。五是以市场为导向，深化管理效能提升。全年实现备件销售签约9000余万元，创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五）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助推企业转型发展 

公司积极打造“创新型”企业，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开展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工作。一是强化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在科技立项方面，报告期末，公司在研项目13项，其中国家级项目2项，国家能源集团内项目8项，全年完成项目验

收共10项。公司与哈尔滨工程大学、山东大学联合申报的船舶动力废气技术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与华北电力大

学、清华大学、丹麦大学等联合申报的电热泵供热技术获批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超低NOx煤粉燃烧技术”

项目顺利通过中期检查,公司组织完成了东胜电厂330MW机组锅炉超低NOx排放技术改前摸底试验，东胜#2锅炉现场勘测及

收资，形成预热解装置工程布置方案，并开展数值模拟工作，形成模拟与调研报告；40MW洁净燃烧实验室建设稳步推进；

600MW等级预燃室完成研发，2020年将开展工程示范。二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公司作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

业”，进入省知识产权保护重点联系单位库；等离子体点火技术完成专利导航验收；报告期内，公司新增授权专利33项，其

中发明专利7项，另有128项专利申请正在审查中。报告期末，公司拥有授权专利314项，其中国内发明专利89项，国外发明

专利20项，国内实用新型专利205项，外观设计3项。拥有计算机软件著作权12项。“长寿命、小型化、高效等离子体点火及

稳燃技术”获得国家能源集团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三是强化与非电领域企业的深度融合。公司积极与国家能源集团内煤化工

企业进行技术交流融合，探索在节能、环保、固废利用、危废处置和优化控制等方面的合作空间。四是强化科研平台的管理。

2019年，公司被山东省科技厅授予“省级示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六）深化降本增效，提高资产运营水平 

公司持续加强成本、两金、资金等精细化管理工作。一是加强项目精细化管理，系统编制工程项目审计工作框架，涉及

项目启动、设计管理、工程管理、财务管理等10个方面约115项内容，开展重大工程项目和物资框架合同专项审计工作，为

工程项目成本管控提供有力保障。二是通过开展新供应方开发、大宗物资采购集中管控、采购合同谈判等工作，全年累计降

低物资采购资金近1267.7万元。三是通过强化预算管理、严控资金结算等工作，实现财务资金集中管理收益3,946.22万元。

四是加强资质申办，提升市场竞争力，公司A级锅炉安装许可证申报资料已通过审批，工程设计环境工程专项乙级（大气污

染防治工程）通过审核已公示。 

（七）优化组织机构，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一是着力完善了技术人员职业发展“双通道”体系建设，开展了技术骨干层专家的评聘工作，为公司职业发展通道试点

工作的推广拓展打下良好基础。二是优化组织机构，激发创新活力。重新梳理定位事业部系列、产业发展部、北京分公司及

研发系列的职能范围，实现人员优化配置和业务需求的有机融合。三是加强薪酬体制改革，促进发展动力。针对市场营销体

系进行薪酬方案改革，强化利润导向，实现绩效与利润挂钩、薪酬与效益联动的合理分配机制，增强企业发展内生动力。四

是为支撑新业务发展，加强人才储备，公司引进各类专业人才22人充实技术研发队伍。报告期内，公司特聘专家获“2019

年泰山领军人才”荣誉称号，等离子技术研发负责人成功入选“2019年中国电力科学技术人员奖”。 

（八）加强依法治企，推进公司法治建设 

公司贯彻落实依法治企以及《企业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若干规定》的各项要求，有效完成了重

大事项、经济合同等相关法律审核。持续开展了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维权工作，积极探索维护公司知识产权权益的途径；

开展法律培训及“七五”普法宣传活动，增强公司各级领导及员工的法律风险防范意识，提高依法治企能力，有效推动公司

法治建设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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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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煤器业务 221,849,192.92 27,605,743.86 12.44% 101.09% -22.62% -19.90% 

等离子业务 116,746,527.62 30,237,348.83 25.90% -25.06% -39.32% -6.08% 

低氮燃烧业务 90,229,186.31 3,493,099.87 3.87% -39.89% -68.82%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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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应对行业环境变化，克服火电行业基建增速持续放缓、传统业务进入低速平稳期、客户回款困难等不

利因素，保持了盈利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1,333.64万元，同比增长10.67%；利润总额1,379.08万元，同比增长91.38%；归属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1,398.30万元，同比增长67.65%。在国内能源结构调整的背景下，火电新增装机容量持续减少，对公司节能

业务造成较大影响；同时公司抢抓国家环保政策变化带来的市场机遇，龙山、邯郸烟羽治理项目本期实现收入，环保业务收

入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公司报告期内各业务板块经营情况如下： 

节能板块实现收入17,357.73万元，同比下降29.64%。其中，等离子点火业务实现收入11,674.65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3,904.73万元，减少25.06%；微（少）油点火业务实现收入3,272.8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046.29万元，增长46.99%；节能

板块下的省煤器类业务（高低压省煤器、MGGH、分级省煤器）实现收入2,410.26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4,453万元，较上年

同期减少64.88%。 

环保板块实现收入33,975.91万元，同比增长56.47%。其中，省煤器类业务项下的烟羽治理业务实现收入16,522.83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13,188.09万元，增长395.48%；省煤器类业务项下的烟气旁路业务实现收入3,251.8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417.49万元，增长289.75%；低氮燃烧业务实现收入9,022.92万元，较上年减少5,988.27万元，减少39.89%；电站运行智能

化（软件）业务，报告期内实现收入1,947.58万元，较上年增长1249.77万元，增长179.10%；锅炉综合节能改造业务实现收

入1,736.8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96.17万元，增长134.49%。其他业务实现收入1493.88万元，较上年增长398.01万元，增长

36.32%。 

报告期内，公司收入结构与盈利能力较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变化，业务综合毛利率同比下降。公司加大到期应收款催收力

度，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大幅下降。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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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根据财务部于2019年4月30日颁布的《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及于2019年9月19日颁布的《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规定，本集团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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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前述规定编制了2019年度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2018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

目和金额如下： 

合并报表 

受影响的项目 
本集团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应收票据   199,590,188.30 199,590,188.30 

应收账款   405,708,361.30 405,708,361.30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605,298,549.60 -605,298,549.60   

应付票据   59,336,199.25 59,336,199.25 

应付账款   160,819,998.14 160,819,998.14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20,156,197.39 -220,156,197.39   

母公司报表： 

受影响的项目 
本公司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应收票据  199,590,188.30 199,590,188.30 

应收账款  401,171,794.82 401,171,794.82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600,761,983.12 -600,761,983.12  

应付票据  59,336,199.25 59,336,199.25 

应付账款  159,444,350.25 159,444,350.25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18,780,549.50 -218,780,549.50  

2）2017年3月31日，财政部以财会[2017]7号、8号、9号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

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2017年5月2日，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实施，在编制2019年度财务报表

时，执行了相关会计准则，并按照有关的衔接规定进行了处理。新金融工具准则以“预期信用损失”模型替代了原金融工具

准则中的“已发生损失”模型。“预期信用损失”模型要求持续评估金融资产的信用风险，因此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本公

司于2019年1月1日，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规定重新计量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账款的预期信用损失准备,并按新金

融工具准则列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的账面价值。 

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

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比较财务报表调整情况如下： 

合并报表 

受影响的项目 
本集团 

调整前 会计政策变更调整金额 调整后 

应收票据 199,590,188.30 -3,315,206.97 196,274,981.33 

盈余公积 112,010,666.08 -331,520.70 111,679,145.38 

未分配利润 638,839,602.78 -2,983,686.27 635,855,916.51 

信用减值损失  17,450,122.35 17,450,122.35 

资产减值损失 15,962,043.36 -17,450,122.35 -1,488,078.99 

母公司 

受影响的项目 
本公司 

调整前 会计政策变更调整金额 调整后 

应收票据 199,590,188.30 -3,315,206.97 196,274,981.33 

盈余公积 112,010,666.08 -331,520.70 111,679,145.38  

未分配利润 656,908,992.26 -2,983,686.27 653,925,305.99  

信用减值损失   18,035,726.23 18,035,726.23 



烟台龙源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8 

资产减值损失 16,547,647.24 -18,035,726.23 -1,488,07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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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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