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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蠡湖增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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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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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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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316,977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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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蠡湖股份 股票代码 300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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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晓君 王思文 

办公地址 无锡市经济开发区华谊路 2 号 无锡市经济开发区华谊路 2 号 

传真 0510-85618988 0510-85618988 

电话 0510-85618806 0510-85618806 

电子信箱 zqb@chinalihu.com zqb@chinalihu.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产品及用途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涡轮增压器关键零部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主要产品为压气机壳、涡轮壳。其中，压气

机壳是以铝合金为原材料，经铸造、机加工等工序制成的涡轮增压器关键部件，主要用于涡轮增压器低温端；涡轮壳是以镍

板、铌铁、不锈钢为原材料，经铸造、机加工等工序制成的涡轮增压器关键部件，主要用于涡轮增压器高温端。涡轮增压器

作为汽车等领域内燃机的重要配件，可提高汽油发动机近20%的燃油效率、柴油发动机近40%的燃油效率，从而有效实现“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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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减排”的目的。 

公司长期以来一直专注于涡轮增压器关键零部件领域，公司的研发能力、生产管理能力、质量控制能力、交付能力等得

到客户的广泛认可，已与霍尼韦尔（盖瑞特）、三菱重工、石川岛播磨、博格华纳、博马科技等著名跨国涡轮增压器制造商

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公司产品配套的发动机被广泛应用于宝马、奥迪、大众、通用、丰田、本田、福特等全球主流

汽车品牌。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产品及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仍然以公司所处涡轮增压器零部件行业的行业特

征以及公司的产品特点、生产技术工艺、上下游行业发展情况等关键因素为导向进行经营战略制定和执行。 

（二） 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目前经营模式是由公司所处涡轮增压器零部件行业的行业特征以及公司的产品特点、生产技术工艺、上下游行业

发展情况等关键因素共同决定的。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模式及其关键影响因素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1、生产模式 

公司主要产品为压气机壳、涡轮壳。产品系列众多，涵盖国内外不同车型。不同系列产品的结构、规格、材质要求、

配套发动机型号等存在差别，均为非标准定制化产品。公司严格按相关规范与产品质量标准，组织生产经营管理。公司商务

部承接新产品订单之后，研发中心根据客户要求进行过程设计、模具工装开发、样件制造、试生产及量产过程的技术开发和

确认，新产品通过客户PPAP最终审核认可之后方可进入批量化生产阶段。在批量化生产阶段，公司物料计划部依据客户每

周或不定期发布的未来3个月至1年的滚动采购计划，结合公司实际生产能力和库存情况，制定各产品生产计划，并下达至生

产车间组织生产。 

公司生产环节涉及铸造、机加工、装配等工序，为实现在满足产品性能要求的前提下最大化提升生产效率的目标，不仅

需要根据产品性能合理设计、持续优化浇注工艺，还需要对相关生产线或生产单元的加工过程进行工艺优化、柔性化快速切

换、自动化改造，以提升生产效率、稳定产品质量。 

2、销售模式 

公司主要客户霍尼韦尔（盖瑞特）、三菱重工、石川岛播磨、博格华纳、博马科技皆为国际涡轮增压器制造商，其工

厂分布在中国、日本、韩国、法国、波兰、罗马尼亚、美国、墨西哥等主要国家。国内外销售均采用“直销模式”，仅对

供盖瑞特（日本）的压气机壳量产件采取“经销模式”，且经销商为盖瑞特（日本）指定的丸红贸易。公司产品的主要销售过

程为：（1）经过评审，进入客户的合格供应商名录； （2）以投标方式或议价方式成为某一系列零部件产品的供应商；（3）

依据滚动采购计划安排生产，按要求发货到客户指定的寄存库。 鉴于汽车零部件行业对产品质量的稳定性要求，供应商经

过长期且严格的资质审核，因此供应商已开发的项目进入量产之后，不会轻易变更供应商，双方合作关系稳定。 

3、采购模式 

公司采用“以产定购”的采购模式，设有专门的采购部门负责物资的采购。公司采购物资根据特性分类主要包括：对产品特性

有直接影响的原辅材料，包括铝合金、镍板、小零件、毛坯、铌铁、不锈钢等；直接参与生产加工的辅料，包括覆膜砂、模

具、刀具、夹具、检具等；间接参与生产加工的辅料，包括包装材料等；其他。依据原材料特性及采购金额的重要性不同，

公司将采购的物资分为两类：第一类物资，对产品特性有直接影响的原辅材料及直接参与生产加工的辅料，以及其他年采购

金额600万元以上原材料，公司对该类物资供应商实行严格的供应商审核制度和“框架协议、分期供货”的采购模式，潜在供

应商需通过公司组织的审核程序，方可进入合格供应商名单，并与公司签订采购框架协议，公司合格供应商审核涉及供应商

管理体系、商业信誉、供货及时性、仓储能力、供货周期、技术能力和质量管理能力等方面；第二类物资，为年采购金额600

万元以下的辅材，公司一般根据生产计划需要适时进行询价采购。公司严格审核、控制生产物资的采购流程，保证质量，确

保采购价格具有市场竞争优势。 

（三）主要的业绩影响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0,731.15万元，同比上升7.8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613.56万元，同比上

升32.54%。截止到2019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为 201,663.04万元，与期初相比上升0.8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21,994.27万元，与期初相比上升8.27%。影响公司业绩的主要因素如下： 

1、下游市场发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汽车用涡轮增压器，汽车市场发展情况以及涡轮增压器在汽车的配置率水平对公司业务

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受政策因素和宏观经济的影响，2019年度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2.1

万辆和2,576.9万辆同比分别下降7.5%和8.2%，产销量继续蝉联全球第一。同时，受益于全球“节能减排”政策的推动，我国

及全球汽车市场的涡轮增压器配置率水平总体仍保持上升态势。根据相关政府文件显示，北京、上海、天津、河北、广东等

多地已于2019年7月1日提前实施《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六阶段）》（即国六排放标准），按照此标

准，轻型汽车一氧化碳、氮氧化物、细颗粒物等排放物的排放限值相比于《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五

阶段）》（即国五排放标准）将降低 30%至50%。未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地区实施国六标准，汽车行业的废气处理

能力将面临更为严格的要求，这将倒逼汽车节能减排产业的发展。公司主营业务为涡轮增压器关键零部件的研发、生产与销

售，涡轮增压器作为汽车等领域内燃机的重要配件，可提高汽油发动机近20%的燃油效率、柴油发动机近40%的燃油效率，

从而有效实现“节能减排”的目的，符合国家规划方向。因此国六标准的落地实施将为公司的业务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公司也将抓住此机遇继续开拓市场，努力创造更加优良的业绩。 

2、公司竞争力水平和业务发展状况 

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已在客户资源、技术研发、管理能力方面形成了较强的竞争优势，为保持公司未来业绩稳定和持续

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具体参见本节之“三、核心竞争力水平”。其中，压气机壳业务是公司自2006年起就开始重点发展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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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业务，现在全球细分市场已具有重要影响力，2019年压气机壳销售规模略有下滑，毛利率仍保持较高水平，保证了公司报

告期内盈利能力的稳定；涡轮壳业务是公司自2014年起实现批量化生产的新业务，近年来产销规模快速扩大，2019年销售收

入同比增长达27.95%。 

（四）公司所属行业情况及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1、行业情况 

公司主要产品压气机壳和涡轮壳分别属于涡轮增压器中的压气机和涡轮机的关键零部件，产品配套的涡轮增压器主要应

用于汽车领域。 

近年来，全球涡轮增压器销量稳步增长，且受配置率上升的影响，销量增长速度显著超过同期汽车产量增长速度。根据

霍尼韦尔2010年与2016年发布的相关报告，2009至2016年，全球车用涡轮增压器销量从1,700万台增长至3,800万台，年均复

合增长率12.18%；根据同花顺IFinD统计，同期全球汽车产量从6,179.19万辆增长至9,497.66万辆，年均复合增长率6.33%。 

根据霍尼韦尔2016年发布的《全球涡轮增压市场预测》报告，随着中国、北美、日本等主要汽车市场涡轮增压器配置率

的进一步提高，预计全球车用涡轮增压器销量将从2016年的3,800万台增长至2021年的5,200万台，五年累计销量2.32亿台，

年均复合增长率6.47%，是同期全球汽车产量增速的3倍。未来几年，全球涡轮增压器销量将继续保持稳定的增长态势。 

2、行业地位 

公司是一家具备较强产品开发和制造能力的专业涡轮增压器零部件供应商。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已掌握模具设计开发、

产品铸造、机加工、检测等各个生产环节的核心技术，并可通过与部分客户实现同步开发设计，参与到前期的产品结构设计

中。近年来，公司获得霍尼韦尔授予的“全球供应商大会准时交付金奖”、三菱重工授予的“最佳供应商奖”、博格华纳授予的

“最佳质量奖”等荣誉证书，公司研发能力、生产管理、质量控制、及时交付能力等得到客户的广泛认可，并与霍尼韦尔（盖

瑞特）、三菱重工、石川岛播磨、博格华纳、博马科技等著名跨国涡轮增压器制造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目前，公司已经成为全球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压气机壳生产商，而涡轮壳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市场占用率及影响力也有所提高。

未来，公司将有信心和能力实现健康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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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7,311,477.01 1,119,947,778.83 7.80% 903,525,078.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6,135,593.22 80,075,873.10 32.54% 97,998,737.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3,840,432.52 75,502,035.65 24.29% 92,673,023.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6,098,891.58 15,721,460.41 447.65% 153,981,851.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9 0.47 4.26% 0.6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9 0.47 4.26% 0.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05% 11.16% -2.11% 17.68%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2,016,630,430.81 2,000,375,557.02 0.81% 1,320,420,298.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19,942,668.88 1,126,726,094.28 8.27% 603,440,55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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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467,302.46 279,812,280.31 275,186,473.20 368,845,421.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718,327.41 31,773,800.32 29,022,966.15 15,620,499.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095,105.02 29,365,490.37 24,633,357.87 13,746,47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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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169,035.13 36,708,932.76 12,617,618.20 -24,396,69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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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97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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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市蠡湖至

真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4.75% 74,814,280 74,814,280   

无锡金茂二号

新兴产业创业

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63% 14,265,003    

王晓君 境内自然人 2.96% 6,383,410 6,383,410   

扬州英飞尼迪

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89% 6,225,488    

苏州国发智富

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63% 5,672,288    

江阴安益股权

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58% 5,562,461    

王利军 境内自然人 2.22% 4,781,670  质押 1,615,291 

芜湖瑞建汽车

产业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3% 4,583,290    

邹毅林 境内自然人 2.08% 4,479,449  质押 2,920,000 

扬州经信新兴

产业创业投资

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7% 4,023,19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王晓君与无锡市蠡湖至真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及股东王洪其系父女关系、与无锡市蠡

湖至真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徐建伟系夫妻关系，并持有蠡湖至真 6.64%的股权并担任监事职

务；（2）无锡金茂二号新兴产业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和扬州经信新兴产业创业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均系西藏金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属一致行动人；（3）江阴安益

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和芜湖瑞建汽车产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均系上海安益资产管理集

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属一致行动人；（4）苏州国发智富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和苏

州东方汇富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均系苏州国发融富创业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控

制的企业，属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的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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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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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一直致力于涡轮增压器关键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主要产品为压气机壳、涡轮壳及其他产品。 报告期内，

公司的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未发生重大变化。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已进入霍尼韦尔（盖瑞特）、三菱重工、博格华纳、石

川岛播磨、博马科技等全球知名涡轮增压器制造商的合格供应商名录，并与之形成了持续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公司依赖多

年积累的技术优势、管理优势和客户优势，建立了稳定的采购、生产及销售模式，目前，公司已成为全球涡轮增压器关键零

部件的核心供应商之一。 

2019年，公司经营平稳增长，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0,731.15万元，同比上升7.8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613.56

万元，同比上升32.54%。截止到2019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为 201,663.04万元，与期初相比上升0.8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为121,994.27万元，与期初相比上升8.27%。报告期内，公司压气机壳业务销售收入同比下降3.65%，略有下滑，

涡轮壳业务销售收入同比上升27.95%，增长较快。 

（一）生产经营方面，公司坚持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围绕成熟的主营产品，精益求精，臻于至善。 

  1、在技术上，工程技术中心充分利用团队的技术优势，积极的参与到客户的产品前期开发过程中去，在前端就为项目未

来的量产质量和制造成本打下技术铺垫；2019年为现有客户成功开发多项新产品，涉及大众、通用、福特、宝马、奔驰、奥

迪、PSA、长城、吉利等多款车型。尤其是新开发的带有冷却水道的压气机壳新产品，突破了因产品结构导致产生的“气孔、

漏气、水道堵塞”三大铸造难题，为公司后续发展提升了竞争力。 

    铸造浇注工艺的持续优化多个项目取得丰硕成果。改善优化了浇注过程中的过滤系统、覆膜砂等生产辅料的关键技术指

标，进一步改善铸件气孔类、夹杂等缺陷，提升了产品的综合成品率，从而进一步控制了生产成本指标。 

  2、在生产上，坚持“顾客满意，预防为主，团队合作，永远追求更好”的质量方针。2019年的工作重点,一方面是狠抓产品

质量，继续保持汽车零部件行业对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和一致性要求。跨部门质量小组对每日质量数据进行分析和共享，积极

推进防错设计在生产环节的使用，积极配合客户的质量改进行动，推广客户的质量管理方法和理念；另一方面是加大研发投

入，持续优化产品工艺流程。总结现阶段已成功推广的自动化浇注、清理、装配等量产自动化产线的经验，分工序逐步实现

产品制造过程的自动化，提升生产效率，确保产品的一致性和稳定性，降低人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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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在管理上，持续推动公司信息化建设的步伐，把生产的MES系统和ERP系统更深程度的融合起来，全面、及时、有效

地掌握各项数据信息资源，提升管理硬件水平；同时把结合公司行业特性和自身情况培育出来的蠡湖式创新管理模式在公司

内积极推展开来，全员参与到降本节支的工作中去，提升管理的“文化”和软件水平。“大河有水，小溪哗哗”，以实现公司和

员工互赢。 

（二）战略发展方面，积极全面地关注行业政策和市场的发展动向，了解客户所需。 

    公司于2019年11月终止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原投资使用计划“年产600万件汽车涡轮增压器压气机壳产品建

设项目”，鉴于下游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公司评估认为募投项目原计划新增的600万件压气机壳产能存在难以及时被全部

消化的风险；并且公司目前已建成的募投项目竣工验收后新增年产300万件压气机壳产能，能够满足未来一定时间内的压气

机壳产销需求。为降低投资风险，避免出现过多剩余产能，公司终止了该项目。 但同时，“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依然按计划

进行。公司将继续购置先进研发设备和引入高素质研发人才，提高工厂的自动化、信息化程度，建立具有国际水准的新型压

气机壳体和燃料电池组件研究与检测中心。 顺应行业技术发展趋势，公司将致力于提高在压气机壳和涡轮壳领域的技术创

新能力，实现产品的不断升级迭代，从而保持公司在涡轮增压器零部件市场的技术领先优势； 

    本着“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合作理念，公司积极与国内著名高校院所合作研发新行业新技术。立足于技术创新、产品

创新，借助院校的科研技术和人才力量，在新产品开发、智能制造技术、铸造工艺优化、加工技术、刀具技术等方面，公司

积极吸收高校的新理念和经验，为公司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在技术交流的同时，公司与院校成立人才培训基地，

公司派出高级技术、管理人员与院校的老师共同制定培训方案和教材内容，一方面把公司的储备人才送到培训基地进行系统

的技能提升，另一方面培训基地也给院校的学生带来实践的机会，让他们在毕业前就能熟悉公司的产品和文化，为公司吸引

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培训基地给公司输送一批又一批的技术人才。公司与院校的合作也为公司的技术人才梯队培养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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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气机壳 663,548,945.51 236,481,470.17 35.64% -3.65% -6.37% -1.03% 

涡轮壳 456,554,225.00 45,533,780.08 9.97% 27.95% 253.46% 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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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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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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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订印发合

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2019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

采用追溯调整法。2018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471,124,395.62 
应收票据 52,960,038.20 

应收账款 418,164,357.42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362,875,260.08 
应付票据 132,827,668.63 

应付账款 230,047,591.45 

2. 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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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期保值》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

新金融工具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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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金融工具准则改变了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方式，确定了三个主要的计量类别：摊余成本；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公司考虑自身业务模式，以及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特征进

行上述分类。权益类投资需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但在初始确认时可选择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处置时的利得或损失不能回转到损益，但股利收入计入当期损益)，且该选择不可撤销。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金融资产减值计量由“已发生损失模型”改为“预期信用损失模型”，适用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

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租赁应收款。 

(1)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公司2019年1月1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  目 

资产负债表 

2018年12月31日 
新金融工具准则 

调整影响 
2019年1月1日 

交易性金融资产  320,249,824.58 320,249,824.58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50,042,465.75 -50,042,465.75  

应收票据 52,960,038.20 -52,960,038.20  

应收款项融资  52,960,038.20 52,960,038.20 

其他流动资产 309,636,006.53 -270,207,358.83 39,428,647.70 

短期借款 405,140,712.00 1,153,271.52 406,293,983.52 

其他应付款 2,096,049.12 -1,153,271.52 942,777.60 

(2) 2019年1月1日，公司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和按原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结果对比

如下表： 

项  目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贷款和应收款项） 92,648,018.92 摊余成本 92,648,018.92 

理财产品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 
50,042,465.75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 
320,249,824.58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可供出售类资

产） 

270,207,358.83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贷款和应收款项） 52,960,038.2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 
52,960,038.20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贷款和应收款项） 418,164,357.42 摊余成本 418,164,357.42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贷款和应收款项） 3,109,818.51 摊余成本 3,109,818.51 

短期借款 摊余成本（其他金融负债） 405,140,712.00 摊余成本 406,293,983.52 

应付票据 摊余成本（其他金融负债） 132,827,668.63 摊余成本 132,827,668.63 

应付账款 摊余成本（其他金融负债） 230,047,591.45 摊余成本 230,047,591.45 

其他应付款 摊余成本（其他金融负债） 2,096,049.12 摊余成本 942,777.60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摊余成本（其他金融负债） 22,970,199.48 摊余成本 22,970,199.48 

长期应付款 摊余成本（其他金融负债） 12,880,300.30 摊余成本 12,880,300.30 

(3) 2019年1月1日，公司原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账面价值调整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的新金融资

产和金融负债账面价值的调节表如下： 

项  目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列示 重分类 重新计量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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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账面价值（2018年12

月31日） 

示的账面价值（2019

年1月1日） 

(1) 金融资产 

1) 摊余成本 

货币资金 92,648,018.92   92,648,018.92 

     

应收票据     

按原CAS22 列示的余额 52,960,038.20    

减：转出至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新CAS22) 
 -52,960,038.20   

按新CAS22 列示的余额     

     

应收账款 418,164,357.42   418,164,357.42 

     

其他应收款 3,109,818.51   3,109,818.51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总金融资产 566,882,233.05 -52,960,038.20  513,922,194.85 

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交易性金融资产     

按原CAS22 列示的余额 50,042,465.75    

加：自其他流动资产(原CAS22)转

入 
 270,207,358.83   

按新CAS22 列示的余额    320,249,824.58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总金融资产 
50,042,465.75 270,207,358.83  320,249,824.58 

3)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应收款项融资     

按原CAS22 列示的余额     

加：自摊余成本(原CAS22)转入  52,960,038.20   

按新CAS22 列示的余额    52,960,038.2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的总金融资产 

 
52,960,038.20  52,960,038.20 

(2) 金融负债 

摊余成本 

短期借款     

按原CAS22 列示的余额 405,140,712.00    

加：自其他应付款（应付利息）转

入 
 1,153,271.52   

按新CAS22 列示的余额    406,293,983.52 

     

应付票据 132,827,668.63   132,827,668.63 

     

应付账款 230,047,591.45   230,047,591.45 

     

其他应付款     

按原CAS22 列示的余额 2,096,049.12    

减; 转入短期借款（应付利息）  -1,153,271.52   

按新CAS22 列示的余额    942,777.6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2,970,199.48   22,970,19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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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应付款 12,880,300.30   12,880,300.30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总金融负债 805,962,520.98   805,962,520.98 

(4) 2019年1月1日，公司原金融资产减值准备期末金额调整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的新损失准备

的调节表如下： 

项  目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计提损失准

备/按或有事项准则确认的预

计负债（2018年12月31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计提

损失准备（2019年1月1

日） 

应收账款 23,031,640.91   23,031,640.91 

其他应收款 123,518.39   123,518.39 

3. 本公司自2019年6月10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自2019年6月17日起执行经

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二、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报告期内无重要的会计估计变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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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