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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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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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6,384,046 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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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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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德红外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414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丽玲

张锐

办公地址

武汉市东湖开发区黄龙山南路 6 号 武汉市东湖开发区黄龙山南路 6 号

电话

027-81298268

027-81298268

电子信箱

liling.chen@126.com

rayel1314@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红外热成像技术可以在完全无光的情况下，突破雾霾、烟尘等恶劣环境影响，观测到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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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公里乃至上百公里以外的目标，是当今夜视、夜战、精确打击的核心技术。其作为一种先
进的平台技术，具有作用距离远、抗干扰性好、可全天候、全天时工作等优点，因此可以广
泛应用于军民领域。
公司自成立至今潜心专注于主业发展，围绕企业技术创新积累核心竞争力，专注为国家
研究“高、精、尖”国防核心技术和产品，公司业务领域涵盖红外焦平面探测器芯片、红外
热像整机及以红外热成像为核心的综合光电系统、新型完整武器系统和传统非致命性弹药及
信息化弹药四大业务板块。
1、红外焦平面探测器芯片板块
经过多年的攻坚克难，公司已研制成功达到国际一流先进水平的自主知识产权的红外探
测器芯片，红外核心器件摆脱了西方多年封锁、实现了完全自主可控；并建成了三条8英寸（制
冷、非制冷）红外探测器芯片生产线，实现了红外核心芯片的大批量生产，解决了我国在红
外核心器件领域的关键瓶颈。
2、红外热像整机及以红外热成像为核心的综合光电系统板块
公司以高品质、高精度、高附加值为发展重点，持续推动高端装备产品及综合光电系统
的科研生产工作，已实现红外夜视、侦察、制导、对抗等多任务军事应用，并将公司产品应
用于检验检疫、电力检测、消费电子、智慧家居、交通夜视、警用执法、安防监控等多个领
域。
3、新型完整武器系统板块
公司本着“向总体发展、向高端发展、向体系发展”战略路线，将研制生产先进的精确
打击武器系统定为重要战略发展方向。公司组建了具备全专业建制和完备组织架构的DD研究
院，在“一体化”高效协同模式的支撑下，率先在国内研制成功了某型号完整武器系统，使
得公司成为唯一一家向我军提供主战武器系统的民营企业。公司同时开展了多款新型武器系
统的研发和预研，进一步助推在武器系统总体领域的战略发展。
4、传统非致命性弹药、信息化弹药板块
公司全资子公司汉丹机电属于地方军工重点保军企业之一，主要从事非致命性弹药、地
爆装备、炮兵子母弹子弹药、引信等军工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为国内品种最多、产量
最大、装备覆盖最广的非致命性弹药研发与生产基地，也是非致命地爆装备的唯一定点生产
企业，产品主要配备于部队、武警及公安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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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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元
2019 年
调整前
营业收入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 年
调整后

1,637,972,264.97 1,083,625,698.98 1,084,023,490.60

调整后

2017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51.10% 1,016,457,840.62 1,016,457,840.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20,642,558.10

132,071,410.34

131,853,994.37

67.34%

58,444,755.22

58,444,755.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83,414,263.59

88,368,046.07

88,056,254.99

108.29%

41,957,204.26

41,957,204.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30,008,875.58

290,728,879.25

290,469,940.67

13.61%

31,835,564.35

31,835,564.3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56

0.1410

0.1408

67.33%

0.0624

0.06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56

0.1410

0.1408

67.33%

0.0624

0.06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6.43%

3.94%

3.93%

2.50%

1.79%

1.79%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2019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2017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4,332,331,647.25 4,403,096,950.54 4,403,723,944.95

-1.62% 4,125,842,373.35 4,125,842,373.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3,533,491,235.01 3,369,634,306.67 3,369,701,727.93

4.86% 3,299,708,305.70 3,299,992,505.80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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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028,551.03

489,417,178.53

391,264,819.04

580,261,716.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970,951.63

143,487,227.75

85,110,269.92

-13,925,891.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90,144.05

145,141,828.99

65,174,095.08

-29,391,804.53

营业收入

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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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2,229,831.67

-146,152,737.97

-21,024,043.06

284,955,82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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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
22,573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
28,182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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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市高德电气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8.32%

358,804,683

0

质押

7,897,700

黄立

28.53%

267,187,500

200,390,625

质押

103,700,000

爱尔医疗投资集团有限公
境内非国有法人
司

2.23%

20,849,030

0

-

-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其他

1.99%

18,622,981

0

-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54%

14,421,258

0

-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富国中证军工指数分 其他
级证券投资基金

0.81%

7,605,581

0

-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鹏华中证国防指数分 其他
级证券投资基金

0.81%

7,594,867

0

-

-

宁波市星通投资管理有限
境内非国有法人
公司

0.71%

6,685,000

0

-

-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
限公司－锐进 12 期鼎萨证 其他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0.52%

4,913,659

0

-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富国中证军工龙头交
其他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0.51%

4,729,199

0

-

-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高德电气持有高德红外 38.32％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同时，黄立持有
高德电气 97％的股权，因此黄立为高德红外实际控制人。除上述情形外，
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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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前 10 名股东爱尔医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
公司股票 18,828,6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020,430 股，普通证券
账户及投资者信用账户合计持有 20,849,030 股；宁波市星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6,685,0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
户持有 0 股，普通证券账户及投资者信用账户合计持有 6,68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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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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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家鼓励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背景下，公司致力于发展成为一个“百年企业”，
把公司建成一个既掌握核心技术，又具有领先的高科技武器系统总体技术，并具有各分系统
支撑的现代化高科技军工集团。公司专注于主业、以高效创新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目前已
成功搭建了红外核心芯片、以红外热成像为核心的综合光电系统、最新体制完整导弹武器系
统全产业链，形成了高效、创新、一体化的“高德特色”发展模式。

5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报告期内，公司军品订单持续恢复且有关型号产品实现大批量交付，同时公司红外探测
器、机芯及民品销售规模增长明显，军、民品营业收入增长迅猛，实现营业总收入163,797.2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1.10%；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去年
同期增长为45.87%、43.93%和67.34%。
报告期，公司具体工作开展情况如下：
（1）军工产品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抓住传统军工业务恢复性增长的契机，继续保障既有型号任务高质量交
付的基础上，强化新中标产品定型及大批量交付能力；同时公司持续进行科研创新投入，多
个前期中标产品陆续定型已开始在各军兵种大批量交付；此外，公司积极储备在研项目、参
与国内各军兵种竞标，拓展红外技术在各军兵种的广泛应用，寻求更大增量市场。
公司专注于新概念、高端精确制导武器系统的研制，正同时研发多款新型完整武器系统
产品，并受邀参加多个完整武器系统的研发与竞标工作。公司此前获批的某型号完整武器系
统总体也已进入定型尾声、批量在即，将按照军方的要求推进该型武器系统的定型流程及后
续批量生产。
在军品出口领域，公司红外热像、光电综合系统及完整武器系统已获批多项军贸出口产
品立项，将继续与具有武器装备进出口权的军贸公司保持战略合作关系，已与多个友好地区
形成合作意向。后续，公司将结合国际市场需求，持续积极推进武器装备产品的军贸科研出
口工作，研发生产出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高端武器装备。
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汉丹机电以“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为引领，全面提升公
司生产、经营管理能力，保障销售收入按目标完成。汉丹机电在稳步推进年初制定的目标同
时，积极开展多项国内型号及外贸型号科研项目工作，在关键技术突破及科技成果转化方面
均有显著成效；在新火工区建设方面，以“一厂两地”经营布局为基础，推进新火工区与老
厂区管理的工作衔接，保障新火工区安全、稳定投入使用，进一步释放汉丹机电产能。新火
工区的建成投产，全力保障公司某型号完整武器系统可按军方要求进度按时批量交付，促进
公司由军品配套企业向总体科研生产企业的全面转型。
（2）民用产品方面
报告期内，随着公司晶圆级封装探测器芯片的批量生产，公司红外产品实现了小型化、
低成本化和大批量生产。公司在民用领域全面发力，现公司产品及解决方案可广泛应用于户
外夜视、仪器仪表、电力检测、机器视觉、消费电子、检验检疫、智慧家居、交通夜视、警
用执法、安防监控、安全支付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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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公司子公司智感科技基本实现了年初既定的销售目标，并完成了生产线的全面升
级改造以满足市场需求。在销售方面，智感科技构建全球渠道网络，同时不断挖掘行业内大
客户资源；在市场运营方面，在降低运营成本的同时，加大品牌建设力度。报告期内，智感
科技海外市场收入超过国内市场，测温类产品获得高增长。具体如下：
在户外夜视行业，已完成海外手持夜视渠道布局，在重点国家和地区形成了“1大带N小”
的渠道模式，主要出货量集中在欧洲。在国内市场，已完成国内渠道模式的调整，集中销售
资源，加强与大经销商的合作深度，降低市场经营成本、提升效率，完成了既定的销售目标。
在仪器仪表行业，公司产品主要覆盖包括电气设备维护、暖通建筑检测、电子设备发热
检测等在内的工业检测市场，市场需求量巨大。智感科技现已全面建立起仪器仪表经销商网
络，在全球市场广泛推广，目前已与国际著名仪器仪表行业客户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
在电力检测行业，公司成立了电力专项小组深入对接国内电力市场需求，从电力应用手
持机升级、电力应用无人机载荷的新一代开发、电力机器人测温组件的应用等多维度扩展电
力行业应用产品，并在原有产品基础上进行软件升级以适应新一代电力物联网的应用。目前
已与全国各省电力公司建立联系，且已中标国家电网等多个项目。在海外电力市场，已与当
地代理商合作进行推广，以应对各国不同的电力市场需求。
在机器视觉行业，通过对原有的IPT在线测温热像仪进行更新，优化体积、接口、集成便
携性、功耗等指标提高集成性，同时加大对重点客户合作开发的支持力度。在医疗领域完善
了针对医疗应用的IPT系列，得到多个医疗客户应用；在工业机器人领域完善测温网络化组件，
成功应用于安防、电力等各类机器，实现工业在线测温产品线高增长。公司与国内机器视觉
类公司合作，完善了机器视觉温度检测平台，在电子制造和工业制造上得到推广。
在消费电子行业，公司在晶圆级封装探测器芯片成功批产的基础上，于报告期内发布了
首款针对普通消费者的MobIR Air系列手机配件，并实现大规模批产。该款产品体积小、重量
轻，改变了广大消费者对红外产品的认知、普及了热像产品应用。随后推出APPLE版本完善各
类手机适配，得到了市场认可。此外，公司不断布局线下渠道市场，在家庭暖通检测、个人
消费等领域不断延伸，实现销量提升。
在检验检疫产品领域，公司的检验检疫产品应用场景主要在海关入关处，报告期内，公
司继续进行软件迭代和产品更新，并针对大面阵高分辨率产品进行定型和完善。同时支持国
内大兴机场、宁波机场等各类机场全面改造，产品数据互联进一步打通，联入海关信息化系
统，实现温度异常人员数据集中管理。
在创新市场领域，公司于报告期内正式量产TIMO模组平台（120×90@17μ m晶元级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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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国内唯一可以大规模批产的热成像模组。作为公司“平台化战略”落地的产品，它承
担了公司在新兴市场带来增量的关键任务。通过TIMO模组推出各类模组解决方案，多个项目
已完成样品测试，部分客户已完成样机开发。以模组为基础的各类消费类产品及工业产品，
将全面推动在物联网、智能家居、智能硬件、消费电子、机器视觉、仪器仪表等前沿科技行
业的应用。
在智慧家居领域，公司非制冷晶圆级封装生产线已搭建完成并实现批产，可做到小型化、
低成本、低功耗、高集成度，促进公司产品在智能家居领域的快速发展。公司与美的集团成
立联合实验室，研发可以应用在空调上的芯片，以实现通过观察室内人员情况智能控制风向、
风速和温度。公司芯片可以在体积小、性能优越的前提下做到低成本，以先进的技术水平带
动新兴增量市场的发展。
在ODM方面，智感科技在ODM业务领域增长迅速，已与多个大客户达成合作，部分产品已
经进入大批量生产阶段。随着与国际知名大客户深度合作业务的落地，公司在生产供应链、
质量、产品设计水平等方面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对智感科技自有品牌产品的生产、研发的
改善具有重要意义。
在交通夜视领域，公司子公司轩辕智驾专注于智能安全驾驶领域，致力于毫米波雷达产
品、儿童遗落安全系统的开发和远红外产品线的优化和市场开拓。基于自主研发的探测器芯
片，公司研发的红外热成像避障系统在车载视觉中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具有行人和车辆检测、
报警等高级辅助驾驶功能，可以有效适应黑夜、雾霾、炫光等复杂路况环境。目前，已与国
内多个汽车厂商进行合作，公司的红外避障系统、超声波儿童防遗落系统也已在多个项目中
中标，未来将随车量产推出。
公司子公司工研院凭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红外芯”搭建行业先进技术研发、技
术产品化和企业孵化平台，已与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武汉市科学技术局签署
共建协议，搭建微机电系统应用制造平台以实现相关产业集群，实现红外技术在民用领域的
推广和普及。在武汉市各级政府的大力协助下，工研院筹建工作有序推进，现已完成建设方
案初稿拟制，并与省内外多家优秀工研院建立长效沟通机制，开展合作交流。
（3）核心元器件领域
报告期内，凭借公司红外探测器芯片具备完全自主、种类齐全、性能优越和大批量生产
能力等特点，芯片出货量较去年取得了较大幅度增长，实现了数量爆发和种类的全覆盖；在
满足公司自身需求前提下，已与其他行业领先企业展开了深度合作，实现了大批量对外销售。
在红外探测器新技术发展方面，公司红外探测器正在向阵列规模更大、像元尺寸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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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敏度（NETD）更高、热响应时间更短方向延伸，封装技术从芯片级（金属、陶瓷）向晶圆
级、像元级发展。在制冷探测器芯片方面研制的百万像素级中波红外探测器芯片已完成批产
关键技术攻关，芯片良率及封装技术大幅提升，已得到多家单位认可，实现小批量生产；公
司独有的Ⅱ类超晶格长波探测器芯片已随某型号军品定型进度实现了批量交付，成为国内唯
一一家能批量交付该型探测器芯片的企业。该探测器芯片应用前景宽阔，可广泛应用于地面
战车火控系统、高端武器瞄准系统、空地攻击等领域。公司研制的128×128@25μ m节流制冷
探测器芯片，已实现国际领先的5s降温成像功能，具有体积小，重量轻，降温速度快，成本
低的特点，现已配合某型产品定型并实现了交付；面对战场化学毒气、石油化工厂、炼油厂
等气体泄漏检测需求，公司新推出用于污染物排放及大气环境监测等领域的气体探测器芯片。
公司现已经研制出320×256 @30μ m像元的探测器组件，主要用于探测烷类气体，目前该款探
测器芯片已经实现应用。
非制冷探测器芯片方面，公司筹建了国内第一条非制冷晶圆级封装生产线，并实现了小
面阵晶圆级封装产品的批量供货。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投入扩充了晶圆级探测器芯片产线产
能，设备已基本到位并调试完毕。后续将加大量产晶圆级封装产品的供货能力，同时扩展晶
圆级产品从高中低端的全面覆盖，满足各类客户需求；在大面阵非制冷红外探测器芯片方面，
公司生产的1280x1024@12μ m探测器芯片已实现了小批量供货，图像效果优秀，市场反响热烈。
随着产能增加成本降低，该款探测器芯片也将逐步下沉，满足高端应用的同时，逐步替代现
有中端产品；在小像元非制冷红外探测器芯片方面，公司已完成了400x300@12μ m、256x192@12
μ m以及640x512@12μ m探测器芯片的小批量生产，部分产品已实现批量生产并交付客户。公
司小像元产品性的提高，将使探测器芯片成本进一步降低，是未来非制冷红外领域的主流经
济效益产品，也将使国内的红外技术在国际上形成有力的竞争，占领国内外市场。
（4）产业化基础建设方面
公司全力推进新型高科技（WQ）系统研发及产业化、制冷型碲镉汞及Ⅱ类超晶格红外探
测器产业化项目的全面建设，公司已建成完整武器系统半实物仿真中心，达到国际一流仿真
实验室水平，且具备一定的先进性、前瞻性和扩展性；公司成立的DD研究院，构建了三十多
个实验室，包括雷达、激光、数据链、人工智能、发动机、战斗部、气动、飞控等专业都有
专门的研究室，构建完成民营军工集团从配套到总体的全系统科研生产军工体系；基于对未
来探测器芯片市场需求的分析，公司正在进一步投入扩建探测器芯片批量产能，新大楼建成
后将会使现有红外探测器芯片产能扩展3到5倍。
根据公司整体发展规划，汉丹机电新火工区搬迁改造项目一期工程已经完成，正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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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火工区的生产衔接工作。该火工区的建成投产将大力释放汉丹机电产能，为公司完整武
器系统的研制生产任务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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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利润比上 毛利率比上年
年同期增减 年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红外热成像仪及综
合光电系统

1,238,077,540.00 565,883,768.80

54.29%

99.46%

108.81%

-2.05%

传统弹药及信息化
弹药

372,886,909.00 266,627,527.60

28.50%

-15.02%

-10.17%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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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2017年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 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已经本
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
计准则第24号--套期保值》《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
（以下简称 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 十六次会议批准。
工具准则，并按照有关的衔接规定进行了处理。
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一 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已经本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财会〔2019〕8号)、财政部于2019年5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
月16日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一债务重组>的通 一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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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财会〔2019〕9号)，公司执行修订后的相关企业会计准则，并 第十九次会议批准。
按照有关的衔接规定进行了处理。

2019年（首次）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集团合并财务报表及公司财务报表2019年
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的影响情况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其他应收款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存货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其他债权投资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月1日

调整数

894,432,787.66

894,432,787.66

159,286,462.93
737,443,985.10

161,734,882.01
732,980,381.93

2,448,419.08
-4,463,603.17

43,873,183.70
14,692,493.90

43,873,183.70
14,470,649.42

-221,844.48

748,898,385.06

748,898,385.06

83,976,979.66

83,976,979.66

2,682,604,278.01

2,680,367,249.44

20,000,000.00

-2,237,028.57
-20,000,000.00

18,089,934.32
23,993,454.12
708,892,368.61
54,175,519.13

23,993,454.12
708,892,368.61
54,175,519.13

442,422,935.20
95,901,860.70

442,422,935.20
95,901,860.70

18,089,93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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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资产总计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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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其他应付款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所有者权益：
股本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278,124,783.91
12,136,105.94
61,932,391.16
23,540,248.17
1,721,119,666.94
4,403,723,944.95

278,124,783.91
12,136,105.94
61,932,391.16
23,540,248.17
1,719,209,601.26
4,399,576,850.70

560,000,000.00

560,000,000.00

21,326,496.17
212,103,798.41
59,718,799.77

21,326,496.17
212,103,798.41
59,718,799.77

63,167,830.09
27,944,558.25
5,907,091.67

63,167,830.09
27,944,558.25
5,907,091.67

950,168,574.36

950,168,574.36

1,050,872.97
69,782,759.33
13,020,010.36

1,050,872.97
69,782,759.33
13,020,010.36
42,000,000.00
125,853,642.66
1,076,022,217.02

83,853,642.66
1,034,022,217.02
624,256,031.00
42,000,000.00

624,256,031.00

2,067,515,348.46

2,067,515,348.46

-1,910,065.68
-4,147,094.25

42,000,000.00
42,000,000.00
42,000,000.00

-42,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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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少数股东权益
股东权益合计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694,802.68
5,493,041.83
63,197,632.79

-1,215,263.00
5,493,041.83
63,884,681.31

-1,910,065.68

566,544,871.17
3,369,701,727.93

563,620,794.08
3,323,554,633.68

-2,924,077.09
-46,147,094.25

3,369,701,727.93
4,403,723,944.95

3,323,554,633.68
4,399,576,850.70

-46,147,094.25
-4,147,094.25

687,048.52

2)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其他应收款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存货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其他债权投资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月1日

调整数

617,791,485.94

617,791,485.94

147,322,612.06
510,099,194.93

149,804,151.14
514,560,103.91

2,481,539.08
4,460,908.98

30,887,251.84
190,927,594.60

30,887,251.84
190,855,631.75

-71,962.85

617,151,125.52

617,151,125.52

78,826,317.13
2,193,005,582.02

78,826,317.13
2,199,876,067.23

10,000,000.00

898,226,415.00

23,993,454.12
494,030,185.04

6,870,485.21

-10,000,000.00

898,226,415.00
9,631,306.81

9,631,306.81

23,993,454.12
494,030,18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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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资产总计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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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其他应付款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15,246,239.32

15,246,239.32

296,668,805.29
95,901,860.70

296,668,805.29
95,901,860.70

5,767,375.91
39,995,072.31
21,002,848.17
1,900,832,255.86
4,093,837,837.88

5,767,375.91
39,995,072.31
21,002,848.17
1,900,463,562.67
4,100,339,629.90

510,000,000.00

510,000,000.00

71,326,496.17
155,238,148.74
98,812,593.81

71,326,496.17
155,238,148.74
98,812,593.81

22,893,547.06
2,257,571.73
228,615,992.65

22,893,547.06
2,257,571.73
228,615,992.65

1,089,144,350.16

1,089,144,350.16

1,050,872.97
59,782,759.33

1,050,872.97
59,782,759.33

60,833,632.30
1,149,977,982.46

60,833,632.30
1,149,977,982.46

-368,693.19
6,501,79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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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权益：
股本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股东权益合计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624,256,031.00

624,256,031.00

2,067,105,170.46

2,067,105,170.46
-368,693.19

-368,693.19

63,197,632.79
189,301,021.17

63,884,681.31
195,484,457.86

687,048.52
6,183,436.69

2,943,859,855.42
4,093,837,837.88

2,950,361,647.44
4,100,339,629.90

6,501,792.02
6,501,792.02

2.财务报表格式变更
2019 年 4月 30 日及2019 年9 月19 日，财政部分别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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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
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并同时废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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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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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团据此相应追溯
调整了比较期间财务报表相关项目。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2019年4月30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 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已经本公司第四届
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

主要变动情况如下：
1）合并财务报表
单位：元
2018年12月31日
资产类：
其中：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其中：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负债类：
其中：

调整前

调整后

896,730,448.03
159,286,462.93
737,443,985.10
159,286,462.93
737,443,985.10

变动额

-896,730,448.03
-159,286,462.93
-737,443,985.10
159,286,462.93
737,443,98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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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递延收益
损益类：
管理费用
研发费用

232,895,468.91

10,104,128.40
59,678,630.93

69,782,759.33

-232,895,468.91
21,326,496.17
211,568,972.74
-10,104,128.40
10,104,128.40

154,564,031.76
200,143,554.89

142,942,340.92
211,765,245.73

-11,621,690.84
11,621,690.84

21,326,496.17
211,568,972.74

2）公司财务报表
单位：元
2018年12月31日
资产类：
其中：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其中：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负债类：
其中：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递延收益
损益类：
管理费用
研发费用

调整前

调整后

657,421,806.99
147,322,612.06
510,099,194.93
147,322,612.06
510,099,194.93

226,564,644.91

变动额

-657,421,806.99
-147,322,612.06
-510,099,194.93
147,322,612.06
510,099,194.93

10,104,128.40
49,678,630.93

59,782,759.33

-226,564,644.91
71,326,496.17
155,238,148.74
-10,104,128.40
10,104,128.40

81,931,349.46
112,597,617.02

69,696,554.92
124,832,411.56

-12,234,794.54
12,234,794.54

71,326,496.17
155,238,148.74

3.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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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发生的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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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合并方名称
武汉高德智感科技
（德国）有限公司

企业合并 构成同一控
中取得的 制下企业合
权益比例 并的依据
100%

注1

合并当年年
合并当年年初至
合并日的
初至合并日 比较期间被合 比较期间被合并
合并日被合并方
确定依据
被合并方的 并方的收入
方的净利润
的收入
净利润

合并日

2019年10月
25日

注2

424,860.60

5,485.91

397,791.62

-217,415.97

注1：合并方武汉高德智感科技有限公司和被合并方武汉高德智感科技（德国）有限公司同属于同一
最终控制人黄立。
注2：德国法院已审核通过股权收购协议，公司章程完成变更，各项人事任免已经到位，公司取得被
收购单位的实际控制权。

2.合并成本
单位：元
项目
现金
合并成本合计

武汉高德智感科技（德国）有限公司
7.87
7.87

3.合并日被合并方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
单位：元
项目
资产：
货币资金
存货
其他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负债：
应付账款
其他应付款
净资产
减：少数股东权益
取得的净资产

武汉高德智感科技（德国）有限公司
合并日
上年年末
167,282.88
626,994.41
34,009.20
21,163.70
130,616.16
528,721.10
73,196.95
2,657.52
3,912.66
94,170.45
559,573.15
534,825.67
94,170.45
24,747.48
73,112.43
67,421.26
73,112.43

67,421.26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立
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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