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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23                           证券简称：昇辉科技                           公告编号：2021-011 

昇辉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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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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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变更，仍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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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842419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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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昇辉科技 股票代码 30042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鲁亿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崔静 张晓艳 

办公地址 山东省烟台莱阳市龙门西路 256 号 山东省烟台莱阳市龙门西路 256 号 

传真 0535-7962877 0535-7962877 

电话 0535-7962672 0535-7962877 

电子信箱 shkj@sunflytech.com shkj@sunflytech.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包括电气成套设备业务、LED照明与亮化业务、智慧社区业务（含智慧安防）版块的研发、设计、生产、

销售、安装和售后服务，涵盖从居家到城市的全场景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专业、便捷、优质、高效的一站式配套服务。 

（二）主要产品及用途 

1、电气成套设备 

公司电气成套设备主要包括工业用电气成套设备和民用电气成套设备两大类，工业用电气成套设备主要应用于石油、石

化、电力、冶金、造纸、医药、轨道交通、环保、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民用电气成套设备主要应用于民用建筑、公共建筑、

市政工程等领域。产品主要涵盖KYN61-40.5、 KYN28-12、XGN2-12、HXGN17-12、LMNS、LGCK、LGCS、LGGD、Blok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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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2.0、三箱、母线槽等各类高低压成套设备，以及智能化预装式变电站、电缆桥架等产品。通过专业化多学科技术集成，

为客户提供集硬件、软件、服务于一体的供配电解决方案，赋能客户实现能效管理和设备管理，保证供配电系统的连续性、

安全性和可靠性。 

2、LED照明与亮化 

公司LED照明与亮化版块主要包括亮化照明、家居照明、光源电器、办公照明、商业照明、户外照明等产品，广泛应用

于住宅小区、写字楼、酒店、商场、学校、城市亮化等多种场景。公司树立“以人为本”的光文化理念，通过专业化的设计与

实施，实现高效节能的建筑夜景照明系统；以科技先进的照明技术为依托，将绿色环保的照明理念贯穿于夜景照明中，使用

绿色的照明器具与设备，避免光污染等有害光的出现。 

3、智慧社区 

公司智慧社区产品主要根据客户个性化需求，通过方案设计、软件平台开发、集成安装实施、设备调试、后期系统运行

维护等主要流程，为城市、社区、酒店、商业楼宇、普通家庭等客户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和相关产品。公司坚持以人为本，

定位需求与服务，发展智慧核心，运用物联网、大数据、AI、云计算等技术，通过自主研发核心产品与产业链深度资源整

合，互联互通实现产品与整体解决方案融合，广泛服务于智慧社区、智慧酒店、智慧办公楼宇、智能家居、智慧城镇、智慧

医院、智慧监管、智慧交通、智慧安防等场景。公司保持现有平安城市和雪亮工程等监控类业务的同时，还向警用后端业务

平台进行延伸，推出智能执法办案系统及案情管家系统，全面提高基层民警执法管理工作效率及智能化水平。公司参与到公

安部“智慧新监管”的建设浪潮，在智慧监狱、智慧看守所、智慧拘留所等领域取得突破，依托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

等新一代警务信息技术实现业务的“六个化”管理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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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原因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4,194,302,790.49 3,942,192,794.02 3,942,192,794.02 6.40% 3,031,109,567.15 3,031,109,567.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577,355,722.53 592,998,666.57 592,998,666.57 -2.64% 450,537,673.45 450,537,673.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69,127,898.70 585,185,003.64 585,185,003.64 -2.74% 451,272,486.22 451,272,486.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01,241,479.82 -175,658,958.75 -175,658,958.75 499.21% -483,779,118.95 -483,779,118.95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17 1.22 1.22 -4.10% 1.65 0.9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17 1.21 1.21 -3.31% 1.63 0.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5.43% 18.81% 18.81% -3.38% 19.09% 19.09%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8,085,292,188.39 7,841,356,297.06 7,841,356,297.06 3.11% 6,851,514,161.90 6,851,514,161.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4,038,050,529.68 3,464,365,317.25 3,464,365,317.25 16.56% 2,883,825,261.73 2,883,825,26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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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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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4,419,299.13 1,319,184,052.74 1,108,325,714.81 1,182,373,723.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1,731,794.94 204,731,278.72 178,547,611.59 122,345,037.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1,028,628.99 201,015,064.20 176,568,281.40 120,515,924.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3,042,583.40 558,166,155.80 203,900,670.89 242,217,23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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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5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7,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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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法清 境内自然人 24.30% 121,129,196 92,639,397 质押 83,929,900 

李昭强 境内自然人 23.11% 115,194,849 114,362,999   

莱阳微红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04% 25,106,075 0 质押 10,570,000 

宋叶 境内自然人 4.53% 22,561,502 22,561,502   

宁波君度尚左

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41% 16,990,036 0   

嘉兴凯胜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80% 13,958,393 0   

贾启超 境内自然人 1.61% 8,046,541 0   

石亚君 境内自然人 0.75% 3,746,800 0   

柳云鹏 境内自然人 0.74% 3,699,045 2,774,284   

王少成 境内自然人 0.62% 3,103,4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纪法清与莱阳微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是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35 号）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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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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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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19,430.2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40%； 实现营业利润65,966.17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2.36%；实现利润总额65,675.07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52 %；实现净利润 57,735.57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64%；经营性

现金净流量为70,124.1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99.21%。 

报告期内，公司及上下游企业受新冠疫情影响复工延迟，物流受阻。公司管理团队紧紧围绕董事会确定的年度经营目标，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采取一系列措施，积极促进复工、复产，尽可能降低疫情的影响，根据市场发展趋势，合理布局产

品和服务，聚焦高质量发展，积极扩展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公司生产经营稳定、财务状况良好，营业收入取得持续增长，净

利润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公司充分发挥并购形成的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深度整合产业链资源，通过优化结构、打造独具特色的产业价值链，紧

紧围绕电气成套设备、LED照明、智慧社区、智慧安防等业务领域进行市场拓展和技术创新。公司在维持原有客户的基础上，

加大了节能环保领域、数据中心信息技术服务领域、市政工程领域、智慧警务等领域的开拓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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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低压成套设备 2,800,608,250.09 731,857,354.85 26.13% 2.12% -28.51% -11.20% 

LED 照明设备及

安装 
938,222,476.93 354,616,137.63 37.80% 20.38% 12.82% -2.53% 

智慧社区 432,866,025.52 125,397,477.85 28.97% 6.59% -3.12%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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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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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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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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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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昇辉控股新设立子公司珠海横琴昇耘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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