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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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
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森源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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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张校伟

办公地址

河南省长葛市魏武路南段西侧

电话

0374-6108288

电子信箱

zhangxw@hnsyec.com

002358

证券事务代表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及产品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高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及电器元器件、变压器成套系列产品、新能源系列配套电力装备、轨道交通及铁
路电气化系列产品、核电电力装备、智能型充电桩、5G智慧灯杆、智能制造（机器人）装备、电力工程总承包、城乡环卫一
体化服务、垃圾分类服务等。多年来，公司围绕主营业务不断深化和完善产业布局，现已成为国内知名的电力工程整体解决
方案的提供商，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发电、国家电网、南方电网、轨道交通、核电站、石化、冶金、医疗卫生、市政等领
域。
（二）公司经营模式
1、研发模式
公司始终秉承“依靠机制创新引进高素质人才，依靠高素质人才开发高科技产品，依靠高科技产品抢占市场制高点”的

1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发展理念，利用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智能互联输变电装备及系统集成工程实验室等研发平台，采取自
主研发和“产、学、研”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MLS”研发创新系统，加大在新能源系列专用输变电设备、
核电开关电气设备、轨道交通及铁路电气化电气设备、工业智能装备等领域的研发力度，不断提高公司的自主创新能力。
2、采购模式
公司将物资采购供应链与价值链管理相结合，采用“集采分结分收”的模式，即由公司物资供应部统一采购，各分、子
公司分别结算、分别收货。在供应链的管理方面，公司设立了供应商确认小组，对供货商的选择采取短名单、长名单和黑名
单制，公司物资供应部为公司供应链的日常管理机构。公司严格规范采购计划、询价比价、采购合同签订和验收入库流程，
有效控制采购成本，确保物资采购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在价值链管理方面，公司物资采购价格由物资供应部提供，再由
各子公司进行核价确认。
3、生产模式
公司的产品生产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在生产的组织和实施上，采用“以销定产”与“预期备产”相结合的生产模式。行
业特点决定了公司的产品定制化程度较高，公司按照客户订单组织生产，部分标准通用的功能性生产单元按照市场预期安排
一定数量的备产产品，以缩短交货时间，提高产品发货速度和交付及时率。
公司的城乡环卫一体化服务、垃圾分类业务主要采取承包运营方式，公司与项目所在地政府或环卫主管部门等签订相应
服务协议，提供智慧环卫服务；同时公司通过自身的“智能装备+智慧平台+专业运营”三位一体的运营模式，积极拓展垃圾
分类相关业务，为公司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
4、销售模式
公司输变电设备在国内市场采取直销模式，在国际市场采取直销与代销相结合的模式。销售部门负责国内市场和国际市
场的销售业务，内务管理部负责产品销售投标合同的报价及商务协议，市场部负责收集、分析市场信息动态，为公司销售提
供决策依据。公司指定专人负责客户的跟踪和销售服务工作，并利用行业展览会、自媒体等平台向客户推广、销售公司产品。
销售网络方面，公司积极由区域负责制转变为行业负责制，充分激发了销售活力。
公司环卫一体化服务主要客户为地方政府或环卫主管部门，森源环境市场拓展部通过获取招投标信息，进行咨询和调查，
开展业务洽谈和市场开拓。在实际业务开拓中，为了规范招投标活动，提高中标概率，公司市场拓展部通过实地了解客户需
求及项目当前的运营管理情况，勘察服务区域的地理环境、人流量等条件，确定服务定位目标；森源环境项目运营部根据招
标要求和项目实地调研情况拟定运营管理模式、确定服务组织架构及人员配备、设备实施类型和需求量，测算服务费用报价，
并制定拟采取的管理方式、工作计划和物资装备情况，进一步细化方案内容，制作投标文件，组织项目实施和投标工作。
（三）公司所处的行业情况及地位
1、公司所处的行业发展阶段
①输变电行业
输变电行业的市场需求与电力行业发电装机及电源、电网建设密切相关，近年来我国输变电产业规模持续扩大，随着经
济的发展和对电力需求的日益增加，我国对电网的投资仍然会保持较高的水平。国家能源局发布的2020年全国电力工业统计
数据显示，电网基本建设投资4699亿元。中电联发布《2020-2021年度全国电力供需形势分析预测报告》显示，2020年，全
国全口径发电量同比增长4.0%。其中，并网风电和并网太阳能发电量分别为4665、
2611亿千瓦时，同比分别增长15.1%和16.6%。
预计2021年全国基建新增发电装机容量1.8亿千瓦左右，其中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投产1.4亿千瓦左右。2020年9月，习近平
总书记郑重承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据此目标，2030年中国非
石化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2050年中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50%以上。党的十九届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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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强调，要“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目标的提出将会重构国家能源产业格局。农网升级改造及配网建设依然是电网投
资建设重点，特高压等国家主干电网的建设与改造持续投资，又将为输变电行业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②新能源行业
随着能源转型步伐加快，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不断提高，风电、光伏发电和核电发展进入快车道，我国清洁能源消纳情
况持续向好，能源消费结构进一步优化。2020年，政府陆续出台一系列政策，加快推进新能源行业形成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根据国家能源局2020年光伏、风电并网运行情况统计数据，2020年，全国风电新增并网装机7167万千瓦，其中陆上风电新增
装机6861万千瓦、海上风电新增装机306万千瓦。2020年，全国光伏新增装机4820万千瓦，其中集中式光伏电站3268万千瓦、
分布式光伏1552万千瓦。
我国核电建设在2016-2018年经历了三年“零审批”阶段后，随着山东荣成、福建漳州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核准开工，
我国核电建设已迎来复苏期，2020年全国累计发电量为74170.40亿千瓦时，运行核电机组累计发电量为3662.43亿千瓦时，
占全国累计发电量的4.94%。《中国核能发展报告（2021）》蓝皮书显示，十三五”期间，中国新投入商运核电机组20台，新
增装机容量2344.7万千瓦，商运核电机组总数达48台，总装机容量为4988万千瓦，装机容量位列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法
国；新开工核电机组11台，装机容量1260.4万千瓦，在建机组数量和装机容量多年位居全球首位。在“碳达峰、碳中和”的
背景下，预计核能将保持较快的发展态势，预计到2025年，国内核电在运装机7000万千瓦左右，在建约5000万千瓦；到2030
年，核电在运装机容量达到1.2亿千瓦，核电发电量约占全国发电量的8%， 我国核电行业的快速发展将为开关成套设备等行
业带来较大的市场增长空间。
另外，根据中国充电联盟数据，截止2020年12月，全国充电基础设施(公共+私人)累计数量为168.1万台，同比增加37.9%。
全国充电桩始终保持持续高速增长势头。充电桩建设受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影响处于加速建设阶段，将为公司充电桩产品提
供广阔的市场空间。
③轨道交通行业
轨道交通分为国家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过去的15年间经历了2轮典型的由高铁建设带来的增量周期。第一轮
（2008-2010）由轨道交通投资拉动相关基建，第二轮（2013-2015）侧重设备国产化，逐步进口替代，目前处于轨道交通设
备国产化加速阶段。根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2020年度工作会议，2020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819亿元，投
产新线4933公里；十三五期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由12.10万公里增加到14.63万公里、增长20.9%，高铁由1.98万公里增加到
3.79万公里、增长近100%。铁路总体技术水平迈入世界先进行列，高速、高原、高寒、重载铁路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推
进智能高铁技术全面实现自主化，复兴号高速列车迈出从追赶到领跑的关键一步。根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关于培育发展现
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预计到2025年，中国内地开通运营城市轨道交通的城市将达到50个，运营里程将超过15000公里，
轨道交通市场领域仍有巨大的市场空间。
④环卫服务行业
我国市政环卫服务市场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是政府行政职能主导管理阶段，市政环卫工作在政府主导下，由事业单位环卫部门进行监管、实施。直到本世纪初，
事业单位仍是绝对主体，偶尔会有一些边缘业务交给个体性质的组织来承担，业务规模小。
第二是市场化试点阶段，上世纪九十年代，包括市政环卫在内的城市公共服务概念开始从欧美传入我国，我国沿海发达
地区有些城市启动了政府采购公共服务的试点，由一些零星项目招标开始，逐步形成城市公共服务雏形，市场化作业公司朝
着中小企业规模的方向发展。随着一批专业化企业的出现和发展，社会化、市场化越来越深入，行业逐渐形成，十八大召开
之后，城市公共服务市场化趋势越发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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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市场化全面推广发展阶段，2013年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政策的先后出台为中国环卫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制
度保障，也为环卫服务市场化奠定制度基础，环卫服务开始进入市场化全面推广阶段。广东、浙江、福建、海南等沿海省市
率先积极探索政府购买环卫服务，环卫服务市场化改革持续推进，从沿海一二线沿海城市推广至三四线城市、中西部地区及
县城、村镇等，环卫服务中标数量及签约总金额持续多年高速增长。市场化运营企业规模从中小型向大型的方向发展，一些
综合实力强的企业从区域走向全国，参与全国范围内的环卫服务市场竞争。
2、公司所处的行业周期性特点
输变电设备行业与电力工业密切相关，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生产进步的基础性产业。电力需求和供给的增长速度
对本行业发展具有直接影响。随着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国民经济整体依然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企业生
产用电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输变电设备行业得到迅速发展。智能电网、特高压、充电桩、轨道交通、5G基站建设等都将为本
行业带来巨大市场，行业整体仍将处于景气周期。光伏、风电、核电等新能源行业属于国家战略性新兴行业，其发展受国家
政策导向影响较大，且行业处于不断技术升级阶段，不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
环境卫生管理的工作涉及到城乡人居环境，是日常生活和城市公共服务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环境卫生管理属于刚需的
民生工程，环卫服务的采购单位为政府环卫部门，资金来源主要是地方财政专项经费，受宏观经济调控因素影响较小。目前，
我国已进入城镇化加速时期，环卫服务市场化进程也处于加速推进阶段，仍存在巨大市场空间，行业整体处于景气周期。
近几年，公司紧随行业发展趋势，不断提升产品智能化水平，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加大在新能源领域的拓展力度，产品
结构不断优化和完善，行业周期性对公司影响逐步减弱，公司抗风险能力持续提升。
3、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是中国电器工业协会高压开关分会、电力电子分会、继电保护及自动化设备分会等副理事长单位，河南变压器行业
协会会长单位，连续多年被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的输变电设备及新能源系列产品在国内同行业处于领先地
位，根据2019年中国《高压开关行业年鉴》显示，公司主要产品中40.5kV箱式变电站、27.5kV隔离开关、40.5kV真空断路器
产值排名居全国同行业第一名；40.5kv接地开关、27.5kv真空断路器、12kv接地开关、12kv箱式变电站产值排名居全国同行
业第二名；40.5kV金属封闭开关设备、12kV真空断路器产值排名居全国同行业第三名；其他产品产值排名均在全国同行业前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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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20 年
营业收入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1,649,914,528.27

1,626,751,720.13

1.42%

2,873,642,439.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88,525,174.87

9,327,567.49

-10,697.89%

311,084,233.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22,416,599.64

-116,952,082.06

-774.22%

265,735,578.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4,667,467.55

1,347,677,550.54

-136.71%

-776,918,468.1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6

0.01

-10,700.00%

0.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6

0.01

-10,700.00%

0.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49%

0.18%

-24.67%

6.13%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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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
资产总额

7,034,872,418.89

8,072,105,860.80

-12.85%

9,652,834,39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541,716,288.12

4,530,240,588.10

-21.82%

5,168,948,218.2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278,504,638.84

472,245,098.53

432,324,551.38

466,840,239.52

4,177,483.38

10,766,609.64

5,502,753.14

-1,008,972,021.03

-12,934,060.83

3,320,866.17

923,619.11

-1,013,727,024.09

-105,414,929.80

34,944,343.43

41,870,706.65

-466,067,587.83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不存在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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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95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数

59,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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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森源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32%

133,172,693

楚金甫

境内自然人

12.26%

114,026,822

河南隆源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69%

62,200,045

中原金象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中原金象河
南民营上市公司发展
支持 2 号私募股权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5.67%

52,689,400

华金证券－兴业银行
－证券行业支持民企
发展系列之华金证券
纾困 1 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5.50%

51,140,834

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57%

33,168,439

杨合岭

境内自然人

2.77%

25,764,096

5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19,323,072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质押

133,167,360

冻结

76,191,833

质押

114,017,400

冻结

74,026,822

质押

62,200,000

冻结

42,000,000

质押

1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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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00%

9,304,808

祁锡明

境内自然人

0.37%

3,427,982

彭康华

境内自然人

0.32%

3,004,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森源集团为隆源投资的控股股东，楚金甫先生为森源集团的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隆源投资为公司的法人股东，森源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楚金甫
先生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楚金甫先生、森源集团、隆源投资构成一致行动
人关系。杨合岭先生为森源集团股东、董事，公司董事长。除此之外，未知
以上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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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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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国际经济环境错综复杂的形势，公司积极投入疫情防控和
复工复产，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全面推进创新驱动发展，通过销售创新、管理创新和科
技创新，加强市场开拓力度，构建多维市场格局，深化运营机制改革，充分激发企业活力，提高公司竞争力。报告期内，由
于计提信用减值和资产减值准备合计8.01亿元、固定资产折旧新增2.04亿元、加大研发投入新增0.23亿元等多种因素影响，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5亿元，同比增长1.4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89亿元，同比下降10,697.89%。报告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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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总体经营情况如下：
（一）持续优化产业布局，积极开拓新市场
1、积极开拓电网市场业务
公司始终重视电网市场领域的开拓，针对南方电网业务在产品研发、技术、市场拓展等方面积极布局。2020年，公司在
南方电网入围产品种类扩大到19个，基本覆盖了南方电网主要招标产品类别。公司全年累计中标金额超过4亿元，中标产品
涵盖了箱变、变压器、开关柜、自动化柜、低压柜等公司多种产品类别，为公司在电网系统市场拓展翻开了新的篇章。
国家电网一直是公司的重要客户。2020年，公司顺利通过了国家电网资格预审，参与了江苏、安徽、山东等九个省份的
协议库存投标，先后中标山东省网协议库存及国网二批协议库存等项目。
2、稳步发展光伏、风电、核电等新能源业务
2020年，公司结合国家产业政策，重点开拓光伏、风电、核电等更具有市场前景的新能源业务领域，并取得了良好的业
绩。公司抓住光伏市场复苏的契机，积极围绕大型发电央企及部分行业领军企业，签订了一批优质光伏订单，全年在光伏市
场取得订单近3亿元。风电市场成为公司稳定的业绩增长点，公司全年在风电领域获取输变电设备订单超过3亿元。此外，公
司紧抓国家重启新一轮核电项目的有力契机，中标霞浦核电示范快堆电加热系统开关柜等采购项目，打破了核电装备领域长
期以来国外垄断的局面。
3、持续推进轨道交通业务领域
2020年公司在轨道交通市场坚持立足中原、辐射全国的发展策略。在省内先后中标洛阳地铁一号线、二号线、郑州地铁
三号线、四号线、十号线以及郑许市域城际铁路，巩固了省内轨道交通市场地位，其中洛阳地铁项目首次使用了公司自主品
牌35kV充气柜和变压器产品。在省外以核心城市为突破点，在铁路集采、支线招标中屡有收获，首次打开南昌铁路局和南宁
铁路局市场，进入中铁四局和中铁十九局供应商名录，完成了上海、广州铁路局多项产品资质入围。公司各项产品在轨道交
通应用领域不断深入，树立了公司在轨道交通专用电气化设备行业的品牌形象，为进军全国轨道交通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拓展大集团客户，优化客户结构
近年来，公司品牌效益日益凸显，促进了公司与大集团客户（主要指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五大发电公司、中广核等其
他中字头央企）开展深度合作，客户结构得以不断优化。2020年，公司在销售方面将过去的区域负责制调整为行业负责制，
大集团、大企业客户营销卓有成效，完成了华能集团、中节能、国家能源集团等新一期的框架供应商入围，通过了中石油、
中石化供应商入围审核并分别获得一级和甲级供应商资格，在国家主要发电央企集团保持了较好的供货业绩。公司通过与主
要央企大客户的合作，增强了公司品牌在高端市场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5、发力环卫服务市场，打造新的业绩增长引擎
2020年，公司全资子公司森源环境持续完善运营管理模式，发挥团队主观能动性，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实现逆势增长，进
入周口市环卫项目市场，市场区域拓展取得新突破，全年运营收入、合同完成额、订单总额均实现了稳定增长。随着国家宏
观政策对环保产业发展的大力支持和环卫市场化规模的持续增长，环卫服务市场发展前景可期，随着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加快，
未来市场空间十分广阔。森源环境将以郑州为中心，立足中原，辐射全国市场，发展成为国内知名的城市环境综合服务商，
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打造新的业绩增长引擎。
（二）加强产品研发与技术创新，夯实公司核心竞争力
2020年，公司依托拥有的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河南省核电开关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及体系内各技术研发部门联合构
建的统一技术研发创新平台，深度整合技术资源，快速响应市场，持续强化产品研发创新，报告期内公司新获得专利授权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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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其中发明专利18项。
在产品改进方面，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加强产品优化和降成本，使产品更贴近市场、性价比更高、竞争优势更显著。2020
年，公司对变压器、箱变、开关柜、充气柜、隔离开关、充电桩等多种型号产品进行优化改进，极大降低了产品成本，提高
了产品市场竞争力。
在新产品研发方面，公司聚焦市场核心领域，加强新产品技术研发，实现新市场开拓。2020年，公司与中国核电工程有
限公司联合研制的华龙一号机组核电1E级中、低压开关设备鉴定大纲成功通过评审；与西安交通大学签约“高压和超高压快
速真空断路研究与开发”项目，布局行业前沿研制系列快速真空开关型输配电装置；郑州新能源研发的5G智慧路灯在郑州“一
环十横十纵”道路提升改造工程中示范应用，效果显著。公司的在新市场领域的持续研发投入，为公司未来进一步打开新的
市场领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自主创新方面，公司加强自主研发及持续创新能力，保持了公司输变电设备行业领先地位，夯实了公司核心竞争力。
2020年，公司获得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4项，并入选2020年国家工业节能技术装备推荐目录、河南省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
试点示范项目、河南省节能减排科技创新示范企业，四种变压器产品成功入选《国家工业节能技术装备推荐目录》和《“能
效之星”产品目录》，郑州新能源作为第一起草单位参与国家标准《城市公共设施服务？智能路灯基础信息》的制定，彰显
了公司在推动智慧照明、智慧城市建设方面的技术实力。公司不断加大研发投入，通过持续技术创新与产品研发，大幅提高
了公司核心竞争力。
（三）深化运营机制改革，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运营效率，激发员工积极性，推动公司的高质量发展，2020年，公司对运营机制进行改革，将公司划
为小的管理单元，新设立了成套设备分公司、森源变压器和森源开关，并调整了森源互感器的组织架构，在各子公司的业务、
生产、技术研发等方面建立切实可控的管理机制，制定销售任务及奖励机制，构建高效的运营管理模式，经过一年时间运行，
形成了更加科学、高效的运营格局，深挖了发展潜力，增强了前进动力。公司通过全面深化运营机制改革，为公司的高质量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强化精益管理，推动生产效率提升
公司牢固树立“精益管理”思想，挖潜增效、盘活资源，抓实质量管理和安全环保工作，稳步提升精益生产管理水平，
降低生产运作管理成本，做到定额管理科学、生产损耗合理、产品工时标准化，全面提高内部管理和生产效率。2020年，公
司强化质量控制，从工艺、生产、转运、运输等基础细节抓起，提高了产品质量；公司组织各分子公司通过全员改善、工艺
流程优化，推动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公司关注材料使用，推动各分子公司提高材料利用率，减少能源消耗；公司修订了《呆
滞物资管控考核办法》，督促分子公司积极处理呆滞物资，盘活存量资产；公司上线设备资产管理系统（EAM），提升生产设
备管理水平；公司强化安全生产，实施安全双重预防体系基础工作。2020年，公司强化精益管理，全面提高了内部管理水平
和全要素生产效率。
（五）创新供应链管理模式，降低采购成本
为进一步降低采购成本，公司创新了供应链管理模式。2020年，公司物资采购采用“集采分结分收”，对供货商的选择
采取短名单、长名单和黑名单制，形成品牌优势和性价比为核心要求的高、中、低端供方资源，给市场竞争和销售投标形成
有力支撑。通过供应商业绩分析及评定等措施，形成优胜劣汰机制。此外，公司自主开发了森源电气采购招标系统，板材类
大宗原材料在系统平台完成采购，提高了招标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公司通过全面改革采购模式，降低了采购成本，提高
公司产品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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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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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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1%

-10.48%

7.53%

-14.84%

197,759,759.76

4.68%

74.38%

163.37%

-32.21%

367,992,847.92

211,949,736.59

42.40%

35.55%

20.44%

7.22%

16,695,154.40

7,611,378.91

54.41%

-39.71%

-57.88%

19.66%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电气机械及器
材制造业

1,081,906,469.
71

958,464,078.09

新能源产品及
EPC 总包

207,477,467.74

环卫产业服务
其他业务

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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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与营业成本同比略有增长，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幅度较大的主要原因为：
（1）2020年，随着国家“新基建”建设的逐步推进，为进一步促进高质量发展，公司持续加强自主创新，不断加大在核
电、特高压、轨道交通等领域的研发投入，以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因此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同比有所增加，对公司净利
润 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2）报告期内，公司新增固定资产折旧费用同比增加较多，使公司产品毛利率下降，导致本报告期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下降较大。
（3）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为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资产和经营
状况，对公司截至2020年12月31日的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对各项资产减值的可能性进行了充分的评估和分析，判断应
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资产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确定了需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合计8.01亿元，导致本报告期
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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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
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报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本公司按照财政部的要求时间开始执行前述新收入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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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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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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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更好的推进公司发展战略，促进产业与资本的良性融合，提高公司运营效率，激发员工积极性，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
2020年1月2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20,000
万元人民币设立全资子森源变压器、出资10,000万元人民币设立全资子公司森源开关。其中，森源变压器、森源开关均于2020
年1月13日取得营业执照，具体详见公司于2020年1月3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投资设
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2）等相关公告，因此报告期内，合并范围新增森源变压器、森源开关2家子公司。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杨合岭
2021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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