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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06                               证券简称：*ST 银河                               公告编号：055 

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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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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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银河 股票代码 00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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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克洋（代） - 

办公地址 广西北海市银河软件科技园综合办公楼 广西北海市银河软件科技园综合办公楼 

传真 0779-3926916 0779-3926916 

电话 0779-3202636 0779-3202636 

电子信箱 yhsw@g-biomed.com yhsw@g-biomed.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的主营业务主要涵盖电子信息、输配电设备制造和生物医药等行业。 

1、电子信息行业 

电子元器件是电子信息产业的基础，近年来，汽车电子、物联网、新能源、通信、人工智能等领域为我国电子元器件产

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十四五期间，国防科技战将成为军工主线，军工单位也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国防战略

的发展，调整了十四五军工产品的订单计划，军工科技产品的爆发式需求将推动军工电子元器件行业迎来高速发展；另一方

面，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国际竞争中“卡脖子”问题凸显，国产化替代上升至国家战略，未来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将引来新一

轮的高速增长；同时以5G基建为首的七大核心产业新基建势必扩大被动元器件的市场规模，国内电子元器件产业将迎来新

的发展机遇。工信部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7%，在国防需求、国产化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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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新基建、万物物联等趋势下，电子信息行业未来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2、输配电设备制造行业 

2020年，国家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战略，未来40年我国的能源、产业、消费和区域结构将发生重大的调整。为实

现“碳中和”，光伏、风能等清洁能源在能源中的比重将大幅提升，推动电力产业结构由“煤电”向“清洁能源电力”转型，

这将带给输配电设备制造行业较大的发展机会；同时，围绕国家环保要求以及“碳中和”战略，钢铁、有色金属等产业迎来

“高炉-转炉工艺转变为电炉冶炼工艺“的替代需求，金属冶炼项目中的整流变压器将存在较好的市场增长；另一方面，云

南、内蒙古等地电解铝产能置换潮，也将给整流变压器业务带来一定的机遇；此外，在智能电网建设、特高压建设及电网改

造、电力工业发展的带动下，未来几年输配电行业将迎来较大的产业复苏。 

3、生物医药行业 

近年来，伴随着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医保控费、两票制等行业政策的出台，仿制药行业整体面临极大的挑战，行业利润

率不断被压缩。另一方面，在优先审评、药品临床试验默示许可制、接受药品境外临床试验数据等加速审评政策实施后，使

得创新药上市频率加快，新药研发成本有望降低，创新药研发企业将迎来发展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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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差错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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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5,975,66

0.51 

781,439,077.

18 

781,439,077.

18 
41.53% 

761,259,725.

24 

761,259,725.

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8,309,771.8

4 

-1,153,274,4

20.04 

-1,366,532,0

70.61 
104.27% 

-705,963,315

.28 

-710,445,811

.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9,202,841.9

5 

-1,009,553,1

20.48 

-1,015,481,0

59.17 
106.81% 

-746,492,929

.91 

-750,975,426

.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4,689,031.9

6 

63,201,072.5

7 

63,201,072.5

7 
-29.29% 

-364,341,668

.65 

-364,341,668

.6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30 -1.0485 -1.2424 104.27% -0.6418  -0.645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30 -1.0485 -1.2424 104.27% -0.6418  -0.64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9.89% -141.84% -192.39% 322.28% -40.38% -4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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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2,126,618,47

3.51 

1,719,065,35

1.72 

1,719,065,35

1.72 
23.71% 

2,482,084,18

3.24 

2,482,084,18

3.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66,906,313.9

8 

241,835,563.

55 

24,095,416.8

8 
177.67% 

1,390,404,17

7.14 

1,385,921,68

1.04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度财务报表编制过程中发现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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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

关披露》等相关规定，对相关会计差错事项进行更正，涉及 2019 年度合并及公司财务报表。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 

1、其他应付款 

（1）应付利息 

本公司补充计提中安融金（深圳）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借款罚息 10,410,434.79 元（其中 2018 年 4,482,496.10 元，2019 年

5,927,938.69 元）； 

本公司将计提的润兴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借款违约金从应付利息重分类调整至其他应付款，调减应付利息 47,157,526.65 元； 

以上共计调减应付利息 36,747,091.86 元。  

（2）其他应付款 

本公司将计提的润兴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借款违约金从应付利息重分类调整至其他应付款，调增其他应付款 47,157,526.65 元； 

本公司补充计提其他应付款润兴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借款违约金 33,235,782.71 元； 

以上共计调增其他应付款 80,393,309.36 元。 

以上（1）与（2）两项共计调增其他应付款报表项目 43,646,217.50 元。  

2、预计负债 

本公司补充计提对外担保预计负债 174,093,929.17 元。 

3、未分配利润 

因调整损益类科目，本公司调减未分配利润 217,740,146.67 元。 

4、信用减值损失 

本公司补充计提财务担保损失 174,093,929.17 元。 

5、财务费用 

本公司补提中安融金（深圳）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借款罚息，调增财务费用 5,927,938.69 元。 

6、营业外支出 

本公司补充计提润兴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借款违约金 33,235,782.7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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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042,639.53 495,707,967.15 306,524,967.34 114,700,086.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381,906.62 -4,877,830.87 40,177,851.32 31,391,658.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417,544.86 -7,747,146.34 37,429,702.24 41,123,538.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466,617.43 -54,271,292.23 -27,037,969.00 168,464,91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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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68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62,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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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河天成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0.39% 

444,303,1

41 
400,312,989 

质押 440,902,989 

冻结 444,303,141 

孙洪杰 
境内自然

人 
4.91% 

54,000,00

0 
   

杨玉标 
境内自然

人 
1.00% 

11,000,00

0 
   

吴国彪 
境内自然

人 
0.38% 4,189,900    

施跃其 
境内自然

人 
0.37% 4,066,275    

郑乐燕 
境内自然

人 
0.34% 3,718,272    

高敏江 
境内自然

人 
0.28% 3,088,800    

陈维恩 
境内自然

人 
0.26% 2,903,200    

冯小莉 
境内自然

人 
0.24% 2,661,600    

潘君 
境外自然

人 
0.23% 2,579,61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其他前九名股东以及无限售条件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除银河天

成集团有限公司外，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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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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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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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公司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团队坚定贯彻年初制定的经营目标，积极面对内外部的巨大压力，一方面通过调整产品

结构、大力开拓市场以及降本增效等举措提升主营业务盈利能力，同时及时调整经营策略，积极采取措施降低疫情对公司造

成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加大力度督促控股股东解决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问题，债务重组取得重大进展，控股股东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得到基本解决。经过不懈努力，公司电子元器件业务收入、利润创历史新高，变压器业务全面实现扭亏为盈，生物

医药领域多项新药项目融资工作有了实质性进展，这些来之不易的成绩将为公司后续发展奠定基础。 

报告期内，电子元器件受益于5G技术加速普及与国产替代进度不断深化，公司集中资源增加高毛利品类产品市场份额，

从而实现电子元器件业务的收入和净利润的双增长；在变压器行业客户需求回升转暖的契机下，公司及时把握机会抢抓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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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压器业务收入大幅提高，盈利情况明显改善；2020年资产减值损失情况相较于2019年大幅减少，上述因素使得2020年公司

业绩扭亏为盈。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0,597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41.5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30.98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同比增长1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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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气设备 676,606,920.85 33,677,688.29 20.62% 61.71% 123.83% 9.60% 

电子元器件 325,043,807.15 122,864,992.01 66.73% 35.48% 135.65% 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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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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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照第十二节财务报告第五点第36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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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0年度财务报表编制过程中发现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对相关会计差错事项进行更正，涉及2019年度合并

及公司财务报表。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 

1、其他应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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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应付利息 

本公司补充计提中安融金（深圳）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借款罚息10,410,434.79元（其中2018年4,482,496.10元，2019年

5,927,938.69元）； 

本公司将计提的润兴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借款违约金从应付利息重分类调整至其他应付款，调减应付利息47,157,526.65

元； 

以上共计调减应付利息36,747,091.86元。  

（2）其他应付款 

本公司将计提的润兴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借款违约金从应付利息重分类调整至其他应付款，调增其他应付款

47,157,526.65元； 

本公司补充计提其他应付款润兴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借款违约金33,235,782.71元； 

以上共计调增其他应付款80,393,309.36元。 

以上（1）与（2）两项共计调增其他应付款报表项目43,646,217.50元。  

2、预计负债 

本公司补充计提对外担保预计负债174,093,929.17元。 

3、未分配利润 

因调整损益类科目，本公司调减未分配利润217,740,146.67元。 

4、信用减值损失 

本公司补充计提财务担保损失174,093,929.17元。 

5、财务费用 

本公司补提中安融金（深圳）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借款罚息，调增财务费用5,927,938.69元。 

 6、营业外支出 

本公司补充计提润兴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借款违约金33,235,782.71元。 

 

二、会计差错更正审批程序 

经公司2021年4月28日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对上述会计差错进行调整。 

三、更正事项对2019年度合并及公司财务报表的的影响 

1、对2019年12月3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其他应付款 200,133,734.57  43,646,217.50     243,779,952.07  

预计负债    196,981,639.72  174,093,929.17    371,075,568.89  

未分配利润   -2,036,153,135.57     -217,740,146.67  -2,253,893,282.24  

 

2、对2019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其他应付款     261,389,137.26    43,646,217.50     305,035,354.76  

预计负债     196,981,639.72      174,093,929.17      371,075,568.89  

未分配利润   -1,850,965,744.15     -217,740,146.67  -2,068,705,890.82  

 

3. 对2019年度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项目 2019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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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信用减值损失 -707,465,055.32 -174,093,929.17 -881,558,984.49 

财务费用 66,027,722.38 5,927,938.69 71,955,661.07 

营业外支出 206,798,558.36 33,235,782.71 240,034,341.07 

 

4. 对2019年度公司利润表的影响 

项目 2019年度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信用减值损失     -703,541,892.86      -174,093,929.17      -877,635,822.03  

财务费用 48,189,955.03 5,927,938.69 54,117,893.72 

营业外支出 197,583,551.89 33,235,782.71 230,819,334.60 

 

四、提示说明 

    为了更好地理解公司上述会计差错更正事项，本专项说明应当与已公告的2019年度合并及公司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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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设子公司 

子公司名称（全称） 子公司类型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主要经营范围 

江西坤源电气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南昌 制造、技术服务 5,000,000.00 电气设备制造 

续： 

子公司名称（全称） 持股比例

（%） 

表决权比例

（%） 

期末实际出

资额 

实质上构成对子公司净

投资的其他项目余额 

是否 

合并 

江西坤源电气有限公司 90.08 90.08 0.00 0.00 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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