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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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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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笑科技   股票代码 002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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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陈涛 李陈涛 

办公地址 浙江省诸暨市陶朱街道展诚大道 8 号 浙江省诸暨市陶朱街道展诚大道 8 号 

电话 0575-89072976 0575-89072976 

电子信箱 roshow@roshowtech.com roshow@roshowtech.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漆包线、机电、蓝宝石和新能源汽车业务的生产、销售。 

1、漆包线业务。漆包线是一种涂覆固化树脂绝缘的导电金属电线，用于绕制电工产品的线圈以实现

电磁能的转换，属于电线电缆制造行业。公司主要生产耐高温铜芯漆包线、微细铜芯电子线材和耐高温铝

芯漆包线三大类，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动工具、电机、家用电器、电子、通讯、交通等等领域。 

2、机电业务。机电业务主要包括新能源电机、涡轮增压器、蓝宝石晶体炉等机电产品。节能电机主

要包括无刷电机、步进电机等，主要应用在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安防设备、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涡轮增

压器是利用发动机气缸排出废气中的能量来工作的热力机械装置，提高内燃机进气压力，从而提高内燃机

动力性、改善燃油经济性和排放，公司主要有轴流式和混流式涡轮增压器，主要应用在船舶、发电机等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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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蓝宝石晶体生长炉是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种人工蓝宝石长晶设备，大尺寸和智能型是该设备的发展方向，

公司已经成功掌握了多种型号的长晶炉设计、生产、应用经验。 

3、蓝宝石业务。蓝宝石是一种集优良光学性能、物理性能和化学性能于一体的独特晶体，具有强度

高、硬度大等优秀特性，广泛应用于LED衬底材料、电子消费品、光学元件等领域，具体应用在LED、智

能手表表面、智能手机HOME键和摄像头盖板等 

4、新能源汽车业务： 

（1）节能电机。节能电机主要包括无刷电机、步进电机等，主要应用在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安防

设备、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涡轮增压器是利用发动机气缸排出废气中的能量来工作的热力机械装置，提高

内燃机进气压力，从而提高内燃机动力性、改善燃油经济性和排放，公司主要有轴流式和混流式涡轮增压

器，主要应用在船舶、发电机等领域。 

（2）电控系统。公司电控产品主要为整车CAN总线控制系统。现代汽车基于安全性和可靠性的要求，

需要大量的数据信息在不同的电子控制单元（ECU控制单元）之间进行交换和共享，然而传统的车身控制

系统大多采用点对点的通信方式，不同电子控制单元（ECU控制单元）之间通过线束连接，随着汽车中电

子部件数量的增加，线束与配套接插件的数量会成倍上升，这样必然会形成庞大而复杂的布线系统。 

（3）锂离子动力电池系统。新能源汽车锂离子动力电池系统（动力电池包）直接用于新能源整车的

组装，其组成主要包括单体锂离子电池（电芯）、模块、电气系统、热管理系统、箱体和BMS。按产品用

途分类，公司目前生产的锂离子动力电池系统主要应用于商用车领域中的客车及专用作业车。 

 

5、光伏行业业务：报告期内公司收购顺宇洁能科技有限公司进入光伏电站运营行业。顺宇洁能的主

营业务为光伏电站的投资、建设及运营，主要产品为电力。光伏发电是利用光伏组件的光生伏特效应将光

能直接转变为电能的一种清洁能源技术；电站的主要形式分为集中式光伏电站和分布式光伏电站；顺宇的

唯一客户为国家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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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7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2,452,133,315.

73 
3,020,028,819.

32 
2,859,593,316.

71 
-14.25% 

3,244,834,457.
48 

3,260,209,414.
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6,169,888.13 

-973,219,577.2
3 

-990,682,469.4
5 

-103.65% 308,389,409.55 229,752,216.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0,418,188.4
5 

-1,111,858,257.
27 

-1,169,751,472.
54 

-86.29% 290,354,570.13 293,958,021.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35,238,288.29 137,263,762.93 

-232,606,115.4
3 

-201.13% 
-1,007,572,856.

54 
-1,594,669,247.

6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88 -0.67 -102.99% 0.28 0.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88 -0.67 -102.99% 0.28 0.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1% -47.14% -31.24% 32.55% 12.81% 8.66%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7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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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8,170,897,046.

20 

5,207,923,757.

22 

8,675,264,761.

48 
-5.81% 

6,305,997,986.

31 

8,392,838,223.

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2,870,794,443.
61 

1,575,253,840.
51 

2,733,814,266.
35 

5.01% 
2,562,225,462.

22 
3,362,094,036.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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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931,376.19 646,824,896.05 587,507,141.23 605,869,902.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0,543,117.96 70,671,949.06 70,751,843.17 -185,797,022.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233,569.72 50,190,998.89 70,345,156.52 -293,187,913.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061,370.97 213,209,675.46 51,435,393.62 -71,468,15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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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4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54,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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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笑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32% 261,671,210 0 质押 238,000,000 

深圳东方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21% 259,915,384 259,915,384   

诸暨市亿锦农

业科技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66% 70,399,900 0   

嘉兴金熹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10% 61,884,615 61,884,615   

鲁小均 境内自然人 4.05% 61,200,000 0 质押 51,000,000 

汇佳华健（珠

海）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65% 55,111,858 0   

鲁永 境内自然人 3.03% 45,763,422 34,322,566 质押 45,760,000 

珠海横琴宏丰

汇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5% 30,942,307 30,942,307   

李红卫 境内自然人 1.64% 24,732,826 17,258,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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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彪 境内自然人 1.23% 18,565,384 18,565,38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公司前十大股东中第 1 名、第 5 名、第 7 名为关联关系人 

2、公司前十大股东中第 2 名、第 6 名为一致行动人 

3、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股东李红卫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7470000 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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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是公司的改革、创新之年，在国内经济形势复杂、行业竞争，经营压力等多重复

杂环境下，积极克服困难，继续以“新能源+制造业双轮驱动的”产业布局推动高端制造技术创

新，继续集中精力干好工作作风建设、产品质量建设、开源节流建设的三大建设，强化责任

担当，狠抓工作落实，严控运营成本，不断提升内部管理，继续深化改革，夯实企业发展基

础。 

 

1.  公司光伏电站业务稳步推进，成为利润核心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成功将顺宇洁能科技有限公司的优质电站发电业务

并入上市公司。报告期内，顺宇洁能实现净利润220545941.06元，成为公司新的利润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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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公司将继续稳步推进光伏电站发电业务。 

2.  制造业稳健发展，谋求新的利润增长点 

报告期内，公司漆包线、电机等传统制造业继续稳健发展，为规避中美贸易冲突带来的

影响，并开拓东南亚市场。公司在国内企业中率先到同奈省仁泽县投资建设越南露通机电有

限公司，生产串激电机、永磁直流电机、无刷电机等，就近满足百得电动工具、宝时得电动

工具、苏泊尔电器等知名客户要求，谋求新的利润增长。 

 

3.  剥离不良资产，公司将健康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进行上海正昀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和江苏鼎阳绿能电力有限公司两

家公司的资产处置，公司未来将更加聚焦于新能源产业和高端制造业，实现健康的持续

发展。 

报告期内顺宇科技的光伏发电业务快速发展，传统产业稳健，但因化解能源汽车业

务和光伏政策变动导致光伏电站EPC业务的历史包袱，2019年度公司实现微利，未来公司

将更加健康的经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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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漆包线 1,529,368,664.37 99,488,956.81 6.51% -8.12% 2.75% 0.69% 

光伏发电 613,942,758.38 383,204,834.20 62.42% 113.00% 119.70%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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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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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①新金融工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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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9年4月2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批

准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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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后的会计

政策参见附注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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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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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团信用损失的确认时点早于原金融工具准则。  

本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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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财务担保合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金融资产转移不符合终止确认

条件或继续涉入被转移金融资产所形成的除外）。  

本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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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团未对比较财务

报表数据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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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19年1月1日，金融资产按照原金融工具准则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的结果对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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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00,00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 

194,000,000.00 

衍生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债务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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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权益工具） 

--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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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成本计量（权益工具） 439,6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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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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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277,562.30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293,545,073.89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87,006,387.58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 

206,101,468.28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1,680,303,746.80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1,643,469,856.62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 

--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105,900,702.02 其他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107,193,405.69 

长期应收款 摊余成本 343,606,811.07 长期应收款 摊余成本 343,606,8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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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债权投资 摊余成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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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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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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194,000,000.00 -194,000,000.00 -- -- 

交易性金融资产 -- 194,000,000.00 -- 194,000,000.00 

应收票据 293,545,073.89 -206,101,468.28 -437,218.03 87,006,387.58 

应收账款 1,680,303,746.80 -- -21,415,974.30 1,658,887,772.50 

应收款项融资 -- 206,101,468.28 -- 206,101,468.28 

其他应收款 105,900,702.02 -- 1,292,703.67 107,193,405.69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39,600,000.00 -439,600,000.00 -- -- 

长期应收款 133,564,048.90 -- -- --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 439,600,000.00 -322,437.70 439,277,562.30 

递延所得税资产 96,489,618.14 -- 2,312,230.85 98,801,848.99 

股东权益： -- -- -- -- 

其他综合收益 -- -- 322,437.70 322,437.70 

未分配利润 -567,001,905.32 -- -20,560,488.66 -585,895,038.53 

本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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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437,218.03 437,218.03 

应收账款减值准备 198,869,014.78 -- 21,415,974.30 220,284,989.08 

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 30,162,978.92 -- -1,292,703.67 28,870,27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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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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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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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债务重组准则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④新非货币性交换准则 

财政部于2019年5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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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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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无 

（3）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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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2.31 2019.01.01 调整数 

流动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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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资金 509,782,936.47  509,782,936.47  -- 

交易性金融资产 -- 194,000,000.00 194,000,00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194,000,000.00 -- -194,000,000.00 

衍生金融资产 -- -- -- 

应收票据 293,545,073.89  87,006,387.58 -206,538,686.31  

应收账款 1,680,303,746.80  1,658,887,772.50 -21,415,974.30  

应收款项融资 --  206,101,468.28 206,101,468.28  

预付款项 23,320,046.90  23,320,046.90  --  

其他应收款 105,900,702.02  107,193,405.69  1,292,703.67 

其中：应收利息 -- -- -- 

应收股利 -- -- -- 

存货 384,991,216.33  384,991,216.33  --  

持有待售资产 -- --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74,660,842.17  74,660,842.17  -- 

其他流动资产 361,717,208.07  361,717,208.07  -- 

流动资产合计 3,628,221,772.65  3,607,661,283.99  -20,560,488.66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39,600,000.00  --  -439,600,000.00  

其他债权投资 -- -- --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长期应收款 133,564,048.90  133,564,048.90  -- 

设定受益计划净资产 -- -- -- 

长期股权投资 411,958,778.67  411,958,778.67  --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  439,277,562.30   439,277,562.3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 -- -- 

投资性房地产 10,045,721.75  10,045,721.75  -- 

固定资产 3,562,669,456.95  3,562,669,456.95  -- 

在建工程 55,560,481.82  55,560,481.82  -- 

生产性生物资产 198,305.23  198,305.23  -- 

油气资产 -- -- -- 

无形资产 97,349,200.20  97,349,200.20  -- 

开发支出 -- -- -- 

商誉 106,149,031.73  106,149,031.73  -- 

长期待摊费用 107,629,289.09  107,629,289.09  -- 

递延所得税资产 96,489,618.14  98,801,848.99   2,312,230.85   

其他非流动资产 25,829,056.35  25,829,056.35  --  

非流动资产合计 5,047,042,988.83  5,049,032,781.98 1,989,793.15 

资产总计 8,675,264,761.48  8,656,694,065.97   -18,570,69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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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490,001,544.75  1,490,001,544.75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 -- -- 

衍生金融负债 -- -- -- 

应付票据 413,763,582.24  413,763,582.24  -- 

应付账款 1,516,509,987.64  1,516,509,987.64  -- 

预收款项 11,838,823.56  11,838,823.56  -- 

应付职工薪酬 22,787,088.11  22,787,088.11  -- 

应交税费 92,874,970.22  92,874,970.22  -- 

其他应付款 435,953,004.73  435,953,004.73  -- 

其中：应付利息 3,950,248.20  3,950,248.20  -- 

应付股利 -- -- -- 

持有待售负债 -- --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83,938,374.94  183,938,374.94  -- 

其他流动负债 -- -- -- 

流动负债合计 -- -- -- 

非流动负债： 4,167,667,376.19  4,167,667,376.19   -- 

长期借款 702,940,000.00  702,940,000.00  --  

应付债券 -- -- -- 

其中：优先股 -- -- -- 

永续债 -- -- -- 

长期应付款 927,630,982.41  927,630,982.41  --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 -- -- 

预计负债 5,119,169.27  5,119,169.27  --  

递延收益                    

83,317,865.51  

                       

83,317,865.51  

--  

递延所得税负债 50,750,464.98  50,750,464.98  --  

其他非流动负债 -- -- -- 

非流动负债合计 1,769,758,482.17  1,769,758,482.17  --  

负债合计 5,937,425,858.36  5,937,425,858.36  --  

股东权益：       

股本 1,102,237,150.00  1,102,237,150.00  --  

其他权益工具 -- -- -- 

其中：优先股 -- -- -- 

永续债 -- -- -- 

资本公积 2,157,097,876.11  2,157,097,876.11  -- 

减：库存股 -- -- -- 

其他综合收益 --  322,437.70  322,43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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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储备 -- -- -- 

盈余公积 41,481,145.56  41,481,145.56  --  

未分配利润 -567,001,905.32  -585,895,038.53 -18,893,133.2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

计 

2,733,814,266.35  2,715,243,570.84  -18,570,695.51  

少数股东权益 4,024,636.77  4,024,636.77  --                                      

股东权益合计 2,737,838,903.12  2,719,268,207.61  -18,570,695.51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8,675,264,761.48  8,656,694,065.97  -18,570,695.51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18.12.31 2019.01.01 调整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01,449,754.12  201,449,754.12  --  

交易性金融资产   194,000,000.00  194,000,00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194,000,000.00  --  -194,000,000.00  

衍生金融资产 --  --  --  

应收票据 115,281,030.45  41,840,433.45 -73,440,597.00 

应收账款 314,584,174.32  312,026,888.00 -2,557,286.32  

应收款项融资 --  73,230,343.57 73,230,343.57  

预付款项 630,076.64  630,076.64  --  

其他应收款 301,847,150.50  310,203,479.28  8,356,328.78 

其中：应收利息 -- -- -- 

应收股利 -- -- -- 

存货 123,870,769.85  123,870,769.85  -- 

持有待售资产 -- --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 -- -- 

其他流动资产 3,083,015.30  3,083,015.30  --  

流动资产合计 1,254,745,971.18  1,260,334,760.21  5,588,789.03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39,600,000.00  --  -539,600,000.00  

其他债权投资 -- -- --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长期应收款 -- -- -- 

设定受益计划净资产 -- -- -- 

长期股权投资 2,384,421,894.00  2,384,421,894.00  --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  539,600,000.00  539,600,00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 -- -- 

投资性房地产 10,045,721.75  10,045,721.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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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 60,961,933.14  60,961,933.14  --  

在建工程 -- -- -- 

生产性生物资产 -- -- -- 

油气资产 -- -- -- 

无形资产 23,683,484.99  23,683,484.99  --  

开发支出 -- -- -- 

商誉 -- -- -- 

长期待摊费用 --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20,901,526.36  19,504,329.13  -1,397,197.23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非流动资产合计 3,039,614,560.24  3,038,217,363.01  -1,397,197.23  

资产总计 4,294,360,531.42  4,298,552,123.22  4,191,591.80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000,203,408.03  1,000,203,408.03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 -- -- 

衍生金融负债 -- -- -- 

应付票据 246,800,000.00  246,800,000.00  -- 

应付账款 93,088,001.07  93,088,001.07  -- 

预收款项 255,106.16  255,106.16  -- 

应付职工薪酬 5,413,215.56  5,413,215.56  -- 

应交税费 23,405.64  23,405.64  -- 

其他应付款 886,584,775.48  884,578,046.86  -2,006,728.62  

其中：应付利息 2,006,728.62  -- -2,006,728.62  

应付股利 -- -- -- 

持有待售负债 -- --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30,000,000.00  32,006,728.62  2,006,728.62  

其他流动负债 -- -- -- 

流动负债合计 2,262,367,911.94  2,262,367,911.94  --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220,000,000.00  220,000,000.00  --  

应付债券 -- -- -- 

其中：优先股 -- -- -- 

永续债 -- -- -- 

长期应付款 -- -- --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 -- -- 

预计负债 -- -- -- 

递延收益 650,650.00  650,650.00  --  

递延所得税负债 48,500,000.00  48,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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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非流动负债 -- -- -- 

非流动负债合计 269,150,650.00  269,150,650.00  --                                  

-    

负债合计 2,531,518,561.94  2,531,518,561.94  --  

股东权益： -- -- -- 

股本 1,102,237,150.00  1,102,237,150.00  --  

其他权益工具 -- -- -- 

其中：优先股 -- -- -- 

永续债 -- -- -- 

资本公积 880,998,009.47  880,998,009.47  --  

减：库存股 -- -- -- 

其他综合收益 -- -- -- 

专项储备 -- -- -- 

盈余公积 39,467,857.31  39,467,857.31  --  

未分配利润 -259,861,047.30  -255,669,455.50  4,191,591.8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

计 

1,762,841,969.48  1,767,033,561.28  4,191,591.80  

少数股东权益       

股东权益合计 1,762,841,969.48  1,767,033,561.28  4,191,591.80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4,294,360,531.42  4,298,552,123.22  4,191,59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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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1）本期发生的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被合并

方名称 

企业合并

中取得的

权益比例 

交易构成

同一控制

下企业合

并的依据 

合并日 合并日

的确定

依据 

合并当期期初至

合并日被合并方

的收入 

合并当期期初至

合并日被合并方

的净利润 

上期被合并方的

收入 

上期被合并方的

净利润 

顺宇洁

能科技

有限公

司 

100.00 合并前后

同受露笑

集团有限

公司控制 

2019/5/7 工商变

更 

203,400,172.68 82,831,344.51 258,144,334.14 40,554,476.70 

葫芦岛

市宏光

光伏发

电有限

100.00% 合并前后

同受露笑

集团有限

公司控制 

2019/12/6 工商变

更 

-- -777,869.82 -- -124,15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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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处置子公司 

（1）单次处置至丧失控制权而减少的子公司 

子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价款 股权处置

比例% 

股权处

置方式 

丧失控制权

的时点 

丧失控制

权时点的

确定依据 

处置价款与处置

投资对应的合并

财务报表层面享

有该子公司净资

产份额的差额 

合并财务

报表中与

该子公司

相关的商

誉 

上海正昀新能源

技术有限公司 

28,000,000.00 100.00 股权转

让 

2019/12/30 工商变更 10,476,297.74 -- 

3、其他 

（1）本期新设子公司 

本期新增合并单位2家，系公司2019年2月28日新设的全资子公司内蒙古露笑蓝宝石有限公司

及2019年6月14日新设的全资子公司香港金朝贸易有限公司，自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范

围。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鲁永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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