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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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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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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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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848,066,24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5 元（含

税），送红股 2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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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光软件 股票代码 002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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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利浩（代） 邓飞、周海霞 

办公地址 广东省珠海市港湾大道科技一路 3 号 广东省珠海市港湾大道科技一路 3 号 

电话 0756-3399888 0756-3399888 

电子信箱 ygstock@ygsoft.com ygstock@ygsoft.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国内主流的企业管理、能源互联和社会服务的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提供商，专注大型企业管

理信息化逾30年，长期为能源行业企业提供信息化管理产品与服务。公司秉承“科技推动进步，创新引领

发展”的企业理念，围绕集团管理、智慧能源、智能物联和 数字社会等领域，深化产品技术创新、强化业

务模式变革，积极推动信息化产品的国产化、智能化，不断用信息技术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价值，为企业

管理、能源互联及社会服务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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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国网电商公司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国网电商公司是国家电网能源互联网的核心数据运营商。

能源互联网以智能电网和电力物联网为基础，以能源技术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为标志，正在不断催生具有

智能化、共享化、分布式等特征的能源服务的新模式、新业态，是基础能源行业发展的主要方向。公司不

断加大在能源互联网领域的投资和技术创新，并充分应用区块链、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

移动应用等新技术，不断完善能源互联网业务的相关布局，构建起全面覆盖发电、输电、配电、售电和用

电各价值链环节的产品和服务体系，形成自主研发的解决方案，相关产品和解决方案目前已成功在多个大

型电力集团和众多新生的配售电企业落地应用和实施。 

此外，在公司一直坚持的自主可控技术路线的基础上，报告期内公司圆满完成了全系列核心产品的国

产化适配测试，在客户端和服务端均形成系统的国产化产品方案，适配国产化环境生态，能与各种自主可

控的国产软硬件环境无障碍对接，有望为国家的自主创新、国产替代战略提供产品、服务和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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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5,208,558.82 1,278,381,650.64 22.44% 1,179,258,733.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6,707,159.85 194,695,651.63 16.44% 172,272,603.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5,073,550.07 168,804,547.73 9.64% 150,767,196.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6,617,104.47 142,551,750.65 30.91% 107,131,433.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71 0.2292 16.54% 0.20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71 0.2292 16.54% 0.20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66% 9.10% 0.56% 9.15%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2,906,222,044.47 2,693,670,483.25 7.89% 2,494,791,800.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77,531,654.01 2,253,857,449.49 9.92% 1,992,481,87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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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041,291.41 331,337,111.49 312,336,714.19 620,493,441.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860,169.44 73,448,370.68 53,859,352.20 92,539,267.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646,145.09 72,137,777.50 52,324,815.60 53,964,811.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8,204,711.80 -128,833,315.12 -75,796,396.54 689,451,52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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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30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55,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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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64% 90,275,039 0   

陈利浩 境内自然人 9.96% 84,487,711 76,106,783   

国电电力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20% 52,642,275 0 冻结 5,791,574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74% 23,216,345 0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9% 18,555,482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26% 10,695,020 0   

赖汉宣 境外自然人 0.69% 5,828,560 0   

#黄建元 境内自然人 0.68% 5,737,479 0   

新华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

保险产品
-018L-CT001

深 

其他 0.55% 4,678,668 0   

#许福林 境内自然人 0.50% 4,261,19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国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陈利浩是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具有关

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股东黄建元通过普通账户持股 4,737,479 股，通过信用账户持股 1,000,000 股；股东许福林通

过普通账户持股 4,001,260 股，通过信用账户持股 259,939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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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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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3月，公司与国网电商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在产品及实施服务、外部业务拓展、新技

术研发、资本等领域融合共建，充分发挥双方优势，有效整合资源，统筹推进传统业务转型升级和新业态

新模式的培育，通过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和跨界融合，打造共建共享共治的能源互联网生态圈。 

公司在强化原有核心业务的基础上，持续加大新技术的研发、储备和应用，优化产品战略。依托公司

在产品、业务、平台方面的优势，重点加强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深入研究数字云平台和中台服务创新

应用模式；全面提升大数据业务及系统架构升级改造；加速新产品迭代，在已有的技术平台上，融入社交

化元素、移动通信能力，形成覆盖企业全业务的信息共享和工作协同处理云平台。 

2019年，公司全面达成年初制定的经营指标。实现营业收入156,520.86万元，同比增长22.44%；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670.72万元，同比增长16.44%。 

 

（一）业务方面 

1、集团管理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集团管理业务持续聚焦特大型企业集团。 

在国家电网，承建多维精益管理体系、1233卓越资金管理体系、新一代电费结算、财务信息化顶层设

计、财务中台设计等多个重大项目建设。第一，紧密跟进国家电网多维精益管理体系建设。完成所有单位

“会计科目+管理纬度”切换，推动会计管理化改造，实现组织类主数据源头统一全局共享，管理频道分析

输出常态化应用，法定频道报表自动化出具等；第二，全面推进1233卓越资金管理体系建设。深入运用自

动化、智能化、生物识别等新兴技术开展资金收支流程优化，完成主业及所有直属单位资金按日排程上线

应用，实现了部分省公司收付款“省级集中”扩大试点工作，进一步夯实国家电网资金卓越管理基础；第三，

完成资金实时监控与预警系统正式上线应用。以资金流动为主线，以资金监控系统和财务核算系统为支撑，

建设“资金调度、运营分析、全面监测、全景展示”功能于一体的资金调控应用；第四，打造统一的电力市

场电费结算平台。与国网电商公司协作完成新一代电费结算系统研发，并在国家电网多个省级单位试点实

施，为国家电网积极适应电改政策提供解决方案及技术支撑；第五，开展财税信息化的综合试点建设。构

建基于UAP平台的覆盖税务管理全流程的标准化、智能化、互联化、服务化的新版集团智慧税务管理平台，

实现税务管理在管理体系变革方面从“传统型”向“智能型”转变，功能定位方面从“管理型”向“共享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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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深度参与国家电网企业中台、财务信息化顶层设计、财务中台设计等工作。完成国家电网总部、部

分省公司、直属单位财务管控新平台架构升级改造，为国家电网构建智慧共享财务管理体系提供系统保障。 

在南方电网，公司进一步深化企业级财务管理系统应用建设，强化系统实用性，提升用户体验。持续

推进财务域数据分析应用V2.0系统建设，完成项目初验，实现快速组建分析场景、快速分享主题的自助式

数据分析应用。推进税务管理建设，在全网范围完成推广实施，完成项目终验，实现了公司税务产品在大

型集团企业的全面应用，为大型集团的税务管理数字化提供了优质的产品和服务。积极开展智能化在财务

领域的建设，推进智慧报账等应用拓展，助力数字化转型。在南方电网下属的海南电网公司完成国产化试

点工作，在国产化软硬件环境中，成功部署远光GRIS Plus产品，已通过南网科信部门验收并稳定运行，是

能源行业特别是电力行业第一家全部采用国产化软硬件的财务系统，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在发电集团，公司深入推进发电集团业务经营及项目。在国家能源集团，财务信息系统继续深化应用，

完成售电试点上线，智慧工程、智慧财务、智慧税务等项目持续推进，并开展了区块链技术交流。在国家

电投集团，中电国际税务共享项目完成试点上线，黄河公司安健环项目试点运行，积极推进大数据、区块

链等新技术的场景落地；按照集团财务共享规划，继续推进二级单位财务共享建设。在华能集团，优化提

升风控系统功能；在大唐集团，有序推进全面风险项目终验工作。在华电集团，与华电环保系统工程有限

公司签署智能喷氨分析站及数字化试点项目，双方在环保岛领域展开合作，共同探索发电企业智能化改造

业务。 

在电力行业外，公司不断加快市场拓展，客户范围不断扩大，涵盖了航空、医疗、粮食、能源化工、

金融类等多个行业，其中海尔集团、河南能源化工集团均为2019年世界500强企业。基于成熟的集团产品

优势，公司在集团管理业务咨询和系统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并逐渐形成航空业、冶金冶炼、制造

业、医疗行业等行业专业解决方案，在整个集团企业管理领域的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 

2、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以国家GB/T 33173-2016《资产管理体系要求》为代表的资产管理系列国家标准为实

施要求，结合能源、冶金、化工等资产密集型行业资产管理现状和要求，以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为理念，

基于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智能化等技术手段，完成了固定资产管理2.0、设备设施管理2.0、

设备运维管理2.0、安健环管理2.0产品的升级换代，持续打造一体化、智能化的远光资产全寿命周期管理

2.0产品体系。报告期内，公司中标金川集团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等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远光广安继续发挥在军工装备领域的项目管理产品优势，在原有东风汽车、

中船动力等客户基础上，成功拓展了中国船舶重工集团、中国北方车辆研究所等客户，在军工装备行业项

目管理领域扩大了市场份额。 

3、智慧能源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与国网电商公司展开深度合作，开展平台技术、解决方案、市场应用的共同研究

与开发，扩大双方业务及技术优势。在持续强化既有优势业务的基础上，运用区块链、物联网、云计算、

大数据等前沿技术，不断优化产业布局和产品战略，以更好契合新的市场环境下的各类用户需求。目前已

经形成围绕电力市场新兴业态的一系列成熟产品和解决方案，包括综合能源服务平台、电力现货交易模拟

仿真平台、电力现货交易结算系统、发电企业市场交易辅助决策系统、碳资产管理系统等。 

发电企业市场交易辅助决策系统以发电企业参与电力现货市场的刚性需求和痛点为切入，提供电量预

测、电价预测和现货模拟仿真等核心功能，2019年度荣获中国软件行业协会优秀软件产品、中国电力企业

联合会电力行业两化融合优秀解决方案等奖项。随着电力现货市场深入推进，公司持续优化电力现货交易

模拟仿真平台出清核心算法，为广东、山东、浙江等电力现货试点省份的大型发电企业客户提供电力现货

市场全景模拟仿真培训，“远光电力现货交易模拟仿真系统”荣获2019中国能源企业信息化产品技术创新奖。

公司深入开展园区综合能源课题研究工作，构建综合能效指标体系。开展企业能效管理、电能质量、光伏、

储能、需求响应等课题的专项研究。综合能源服务平台V4.0成功发布，实现了需求侧响应管理功能，支撑

能源运营商、负荷集成商、用电企业开展需求响应业务；建成统一的综合能源监控平台，实现光能、储能、

充电桩等新型能源设备设施的运行监视，以及辅助监控功能，为能源运营商开展综合能源服务业务提供必

要的基础保障。综合能源服务平台荣获 2019年度广东省大数据协会、广东软件行业协会颁发的广东省优

秀大数据案例TOP30。 

公司控股子公司昊美科技持续增加能源互联网支撑业务投入，顺利完成了2019年度业绩承诺。在综合

能源解决方案方面，轻量版能源运营平台成功上线运行；开发新版的通信管理机HM2302D及物联网网关

HM2360A，支持多种物联网应用场景接入协议，完善边缘计算平台和电力物联网多协议接入SDK等基础支

撑，完善企业用能、智慧用电等综合能源场景，开发了“低碳入住、智慧学校综合用能、商业综合体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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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美丽乡村、独居老人、新能源”六大典型综合能源应用场景。 

4、配售电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开拓配售电业务，控股子公司高远电能交易电量位居广东售电公司前列。除了售

电业务外，高远电能还积极涉足容改需、储能、光伏、充电桩等售电增值服务领域。储能方面，由高远电

能投资建设的首个电力集装箱储能系统正常运行，降低了用电成本；容改需方面，与多家客户签订了容改

需协议，为客户减少了大量基本电费支出；光伏方面，由高远电能投资的远光软件园108kW分布式光伏项

目并网发电；充电桩方面，投资了远光软件充电站项目，并正式对外运营。 “售电+专业增值服务”逐渐成

为高远电能的主要业务模式。此外，由远光晴天投资的国药集团1963.5kW分布式光伏项目也完成并网发电。 

在配售电业务服务方面，公司购售电一体化平台（www.dian123.com）注册用户数突破2000家，服务

售电客户覆盖28个省市区。为淮南矿业集团、上海申能电力等多家大型能源企业提供购售电相关业务平台

建设服务。“远光购售电一体化云平台”2019年度荣获中国软件行业协会优秀软件产品、广东省优秀软件产

品等奖项。随着国家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推进，公司配网营销系统在河南、江苏等省为增量配售电企业

提供业务运营支撑。控股子公司昊美科技对传统配网专题图产品进一步完善和升级，促进增量配电网业务

发展。 

5、区块链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区块链业务发展迅速。 

在区块链技术方面，重点围绕业界所关注的安全、性能、可用性、易用性等方面开展了相关研究与技

术攻关，迭代完成区块链企业应用服务平台多个版本的研发，并将自主研发的多重共识机制、隐私数据保

护、多级加密、跨链等新特性在区块链企业应用服务平台V2.0中进行了发布，极大地丰富了区块链技术的

可应用场景，有效支撑了公司区块链项目落地应用。 

在区块链应用方面，公司积极推动区块链技术在智慧能源、智能物联等领域的应用发展，目前，已与

国家电网上海电力、国家电网湖南电力、国家电网山东电力、国家电网河南电力、国家电网冀北电力、深

圳链联科技等公司展开合作，试点区块链技术在数据存证、能源交易、供应链金融等领域的应用，实现了

多个项目的成功落地。 

在区块链产品专利方面，公司根据国家网信办发布的《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完成了区块链企

业应用服务平台、供应链金融平台、区块链商品溯源等3项区块链信息服务的备案。截至2019年12月，公

司已有累计申请区块链发明专利37件，其中2019年新申请20件。公司在“2019上半年全球区块链企业发明

专利排行榜（TOP100）”中位列53名。 

在区块链行业合作方面，公司加入“工信部区块链重点实验室电力应用工作组”，该工作组由国网电商

公司牵头，电力行业十余家企事业单位共同组成，将更好的发挥区块链在电力物联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此外，公司和国网电商联合申报的“区块链应用技术联合实验室”，顺利获得国家电网公司批准。 

6、人工智能业务  

报告期内，在人工智能技术研究方面，基于项目聚焦客户实际业务场景中的难点问题展开研究。一方

面对自然语言处理和知识图谱等技术进行了产品化研究，在大唐集团中国水利电力物资集团有限公司，立

项开展了“基于自然语言处理和知识图谱技术的企业文档与知识管理系统”的研究；在湖北省电力公司，以

电力行业的审计工作为应用背景开展了审计领域的知识图谱技术的审计智能专家的研究；在南方电网，财

务知识图谱的研究内容被列入南方电网2020科技项目指南，并在贵州和云南分别进入科技项目储备库，加

快了人工智能技术由实验室走进办公室、生产线的步伐。另一方面，在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的算法模

型、开发框架等方面持续发力，不断提升产品性能。公司研发的“AICI智能认知机器人平台”通过结项评审，

该平台以深度学习框架为基础开发了对话模型，实现上下文关联的多轮对话，此外还将知识图谱技术融合

其中，使其具备了一定的推理认知能力，从而为客户提供更加智能的服务，有效支撑了智能化项目的落地。 

在人工智能专利方面，截至2019年末，公司已有累计申请人工智能相关专利共79件，已获授权18件。

其中2019年新申请专利14件，已获授权3件。 

7、智能硬件及系统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在智能硬件及系统领域的技术研究和成果转化，相关业务快速增长。 

在智能化技术成果转化方面，公司深入挖掘人工智能在企业管理、社会治理方面的应用潜力，并根据

客户实际业务需求和应用场景，适时推出了多款“远光智能机器人”新型数字化产品，全力打造“远光智能

YG Brain”子品牌，致力成为高端智能机器人提供商。 

首先，在智能硬件产品方面，公司研发的多款RPA流程自动化机器人终端分别在国家电网、南方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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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口腔医院、安徽皖能集团等大型企业成功上线应用，在不同行业形成良好示范作用；其次，在智能软

件产品方面，公司研发的上百款RPA软件机器人，已服务于上千家单位。其中，光伏结算、银行回单下载

及挂接、ETC票证处理、凭证归档等软件机器人已在国家电网多个网省公司全面推广，取得良好应用效果。 

在行业合作方面，国网电商公司联合远光软件等单位，结合“国网小e”创新成果转化产品的电商化采购

模式，共同打造“国网小e”财务机器人统一品牌。公司资金卫士、扫描精灵等多款智能硬件产品已在国网电

商商城一级采购专区成功上架。 

此外，在物联网云平台服务方面，基于多种场景、多种新型数字化工具的应用，公司实现了机器人与

设备的连接、数据上云、设备监测、分析与诊断等功能，助力企业优化“数字化员工”的管理和智慧运营。 

8、数字社会业务 

报告期内，为适应社会管理新形势，无人智能服务产品体系得到进一步拓展，除了原有的非接触式咨

询、搬运、托管智能服务实体机器人外，更依托自研的OTalk自然语言处理平台在阅读理解方面的长足进

步，推出了智能审阅系统，帮助客户自动化处理海量文本数据，提升文字处理效率和文本挖掘深度，降低

人工成本。在社会治理方面，消防大数据及智能接处警平台均得到更进一步发展。 

9、系统集成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系统集成业务在“云计算”、“云服务”等领域加速推进，积极开展网络及数据安全技术

与产品的研究与应用，不断夯实数据库云平台、云备份、数据仿真、数据容灾、数据安全等产品及服务，

公司自主知识产权的YGdata Cloud分布式存储云平台管理软件获得广东省2019年高新技术产品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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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团管理业务 1,104,839,919.47 745,749,596.47 67.50% 26.87% 20.88%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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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新金融工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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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

产转移（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修订）》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

（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根据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资产划分为以下三类：（1）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2）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3）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混合合同包含的主合同属于金融资产的，不应从该混合合同中分拆嵌入衍生工具，而应当将该混

合合同作为一个整体适用金融资产分类的相关规定。 

2019年1月1日，本公司没有将任何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

负债，也没有撤销之前的指定。 

新金融工具准则以“预期信用损失法”替代了原金融工具准则规定的、根据实际已发生减值损失确认减值准备的方法。“预

期信用损失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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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信用损失的确认时点早于原金融

工具准则。  

本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下列项目进行减值会计处理并确认损失准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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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款项和债权投资；  

· 租赁应收款； 

本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除某些特定情形外，对金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含减值）进行追溯调整，将金融工

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即2019年1月1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2019年年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

收益。同时，本公司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项 目 类别 账面价值 项 目 类别 账面价值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 

1,551,334.00 交易性金融资

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 

1,551,334.00 

衍生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 

0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以成本计量（权益

工具） 

176,628,248.72 其他非流动金

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 

0 

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170,408,594.84 

于2019年1月1日，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时金融工具分类和账面价值调节表如下： 

项 目 调整前账面金额 重分类 重新计量 调整后账面金额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月1日） 

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1,551,334.00 -1,551,334.00 -- -- 

交易性金融资产 -- 1,551,334.00 0 1,551,334.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76,628,248.72 -176,628,248.72 -- --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 176,628,248.72 -6,219,653.88 170,408,594.84 

递延所得税资产 20,135,805.82 0 621,965.39 20,757,771.21 

股东权益：         

其他综合收益 -3,849.18 0 -5,597,688.49 -5,601,537.67 

本公司将根据原金融工具准则计量的2018年年末损失准备与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确定的2019年年初损失准备之间的调

节表列示如下： 

计量类别 调整前账面金额 

（2018年12月31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调整后账面金额 

（2019年1月1日） 

应收票据减值准备 0.00 0.00 0.00 0.00 

应收账款减值准备 102,758,096.64 0.00 0.00 102,758,096.64 

 

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 9,921,208.50 0.00 0.00 9,921,208.50 

②新债务重组准则 

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以下简称” 新债务重组准则”)，修改了债务重

组的定义，明确了债务重组中涉及金融工具的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等准则，明确了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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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受让金融资产以外的资产初始按成本计量，明确债务人以资产清偿债务时不再区分资产处置损益与债务重组损益。 

根据财会[2019]6号文件的规定，“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项目不再包含债务重组中因处置非流动资产产生的利得或

损失。 

本公司对2019年1月1日新发生的债务重组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9年1月1日以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整。 

③新非货币性交换准则 

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下简称“新非货币性交换准则”），明

确了货币性资产和非货币性资产的概念和准则的适用范围，明确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时点，明确了不同条件下非货币

交换的价值计量基础和核算方法及同时完善了相关信息披露要求。本公司对2019年1月1日以后新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交

易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9年1月1日以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交易不进行追溯调整。 

④财务报表格式 

财政部于2019年4月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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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6月发布的《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同时废止；财政部于2019年9

月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

度合并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1号）同时废止。根据财会[2019]6号和财会[2019]16号，本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

行了以下修订： 

资产负债表，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拆分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本公司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财会[2019]6号文进行调整。 

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本公司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等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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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报告期内取得和处置子公司方式 对整体生产经营和业绩的影响 

珠海远光晴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设立 对报告期整体生产经营和业绩的影响甚微 

佛山市晴方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收购 对报告期整体生产经营和业绩的影响甚微 

北京神航星云科技有限公司 注销 对报告期整体生产经营和业绩的影响甚微 

远光共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 

清算 有利于公司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营管理效率，不

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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