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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820                           证券简称：英杰电气                           公告编号：2021-015 

四川英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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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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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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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01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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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杰电气 股票代码 30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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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世伟 陈文 

办公地址 四川省德阳市金沙江西路 686 号 四川省德阳市金沙江西路 686 号 

传真 0838-6928305 0838-6928305 

电话 0838-6928306 0838-6928306 

电子信箱 dsb@injet.cn dsb@injet.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专注于电子、电力电子技术在工业各领域的应用，从事以功率控制电源、特种电源为代表的工业电

源设备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系列功率控制器、功率控制系统（还原炉电源、单晶炉电源、蓝宝石炉电源、SIC炉电源等）、特种

电源（直流编程电源、加速器电源、中高频感应电源、高压电源、微波电源、射频电源、固态调制器系统等）。 

    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光伏行业的多晶硅、单晶硅、电池组件的生产领域，以半导体、光纤、玻璃玻纤为代表的新材料领

域，汽车充电桩、制氢等新能源领域以及科研院所和冶金、机械制造、石油化工、电化学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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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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704,838.47 443,012,630.28 -5.04% 410,197,320.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4,500,439.79 110,973,575.72 -5.83% 113,250,463.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5,242,576.87 109,945,101.70 -13.37% 112,360,132.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965,224.42 80,854,918.98 -35.73% 79,548,643.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3 1.56 -27.56% 2.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13 1.56 -27.56% 2.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84% 23.31% -12.47% 31.11%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397,218,378.45 769,636,411.54 81.54% 739,738,671.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59,795,439.17 531,615,336.53 99.35% 420,641,76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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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789,829.40 97,186,275.76 96,054,984.34 136,673,749.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580,154.34 23,922,824.94 23,738,620.94 37,258,839.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318,901.49 23,258,313.31 17,220,106.90 34,445,255.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371,444.14 7,670,161.53 50,908,092.08 6,758,41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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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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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91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5,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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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军 境内自然人 34.58% 32,850,000 32,850,000   

周英怀 境内自然人 34.06% 32,360,018 32,36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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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谱润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42% 5,152,464 5,152,464   

罗铎斌 境内自然人 0.35% 330,050 0   

尹锋 境内自然人 0.18% 167,504 167,504   

张晨霞 境内自然人 0.10% 98,500 0   

罗秋金 境内自然人 0.09% 88,600 0   

马镇根 境内自然人 0.09% 87,300 0   

赵勇 境内自然人 0.09% 84,500 0   

肖林 境内自然人 0.09% 83,129 83,12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王军和周英怀为一致行动人 

尹锋女士为谱润三期的主要管理人员，以有限合伙人身份持有谱润三期的合伙权益份额，其

控股的上海谱润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控制谱润三期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谱润泓优股

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尹锋女士于 2013 年 6 月通过受让方式直接持有公司 11.1669 万股的股

份，占公司本次发行前股份的比例为 0.2350% 

尹锋女士与谱润三期合计持有公司 354.6645 万股股份，占发行人本次发行前股份的比例为
7.4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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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的总体情况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42,070.48万元，同比下降5.04%；营业利润12,198.26万元，同比下降5.26%；归属于母公司的净

利润10,450.04万元，同比下降5.83%。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为5,196.52万元，同比下降2,888.97万元。主要报告期内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同比上升3,823.68万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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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主要来自于光伏行业销售收入2,5163.87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59.81%，同比增加12.00%。 

 

（2）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工作开展情况 

  1）深耕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报告期内研发费用支出和研发人员数量保持双增长，2020年新增授权专利36件，其中

发明专利5件，实用新型31件，新增计算机软件著作权3件。公司专利保护和新技术储备扎实推进，年初制定的各项战略攻关

产品取得实质性成果。 

      2） 优化经营管理和强化风险控制：报告期内公司持续优化采购、生产、研发和销售服务业务流程和相关内部控制制

度，提高日常运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立足稳健经营，避免盲目扩张，强化客户风险控制，加强应收账款管理，对资质和

回款较差的客户进行销售控制，同时开展有效的回款工作。 

  3）质量管理和认证：报告期内，公司通过了质量管理体系监督审核，完成了功率控制器、激光电源等多类产品的第

三方型试试验，进一步保障了产品在严酷工况下的长期可靠运行；完成了交流电动机软起动器自我符合性声明；子公司蔚宇

电气通过了首次质量管理体系认证，7月上旬在中国充电桩网主办的上海峰会金砖充电论坛活动中，蔚宇电气充电桩产品荣

获 “2020年中国充电桩行业十大新锐品牌奖”，在11月3日第四届深圳国际充电站（桩）技术设备展览会上，蔚宇电气充电桩

产品荣获“2020年中国充电桩行业产品创新技术金奖”，得到了行业组织的认可。 

 4）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公司作为高新技术企业，需要不断加强敬业、务实、专业的技术人才储备，为此公司持续秉

承“汇聚英才、成就杰出”的价值观，针对报告期正处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不利局面， 公司灵活转变招聘方式，由原来的

线下招聘转为线上招聘，积极参加省内的四川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等高校组织的线上“云招聘”，扩大招聘渠道，积极引进适

合公司发展的专业化技术人才，增加人才储备。 

因疫情原因，员工外出参加培训受限，公司围绕发展目标，积极开展内部培训，加强公司各部门、岗位之间的业务交流，通

过内部培养的渠道提升员工的产品知识和业务技能，提高适岗率，降低人员流失率。组织并完成了人员职级评定工作，根据

职位、能力、绩效为主，同时对标市场薪酬水平，因人而异，进行差异化薪酬调整，从而更好地激励优秀员工、骨干员工的

主观能动性、工作积极性，为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奠定基础、做好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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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率控制电源系

统 
301,440,722.81 111,704,754.84 37.06% -7.37% -12.62%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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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2017年7月发布了修订后

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收入》（财会

(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要求对于其他在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

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本集团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批

准批准。 

执行日期2020年1月1日 

本集团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新准则衔接规定，无需追溯调整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执行新准则

的累计影响数调整 2020 年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合并资产负债表调整情况说明：本集团于2020年1月1日执行新收入准则，合并资产负债表调减应收账款16,984,238.48

元、调增存货2,416,038.09元、合同资产26,349,086.57元、其他流动资产4,249,902.61元、递延所得税资产563,319.42元；调减

预收款项173,320,795.96元、调增合同负债167,617,739.79元、应交税费362,405.71元、其他流动负债23,090,882.65元。相关调

整对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的影响金额为-1,156,123.98元，其中未分配利润为-1,156,123.98元。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调整情况说明：本公司于2020年1月1日执行新收入准则，母公司资产负债表调减应收账款

17,171,673.48元、调增存货2,416,038.09元、合同资产26,220,072.34元、其他流动资产4,231,704.84元、递延所得税资产563,319.42

元；调减预收款项171,981,075.96元、调增合同负债166,141,232.92元、应交税费362,405.71元、其他流动负债22,875,409.52元。

相关调整对本公司母公司财务报表中股东权益的影响金额为-1,138,510.98元，其中未分配利润为-1,138,510.9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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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