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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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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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945,425,815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3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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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广核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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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881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新春

吴卫卫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2002 号中
广核大厦北楼 19 层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2002 号中
广核大厦北楼 19 层

传真

0755-84434946-619331

0755-84434946-619331

电话

0755-88619309

0755-88619309

电子信箱

yangxinchun@cgnpc.com.cn

wuweiwei@cgnp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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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指示精
神，以A+战略为指引，全面推进业务布局，形成以加速器研发与制造为核心，向“更美丽”
“更健康”业
务深度拓展，依托托管企业打造“更安全”业务。其中，
“更美丽”业务包括辐照加工服务、核环保、新
材料；
“更健康”业务指医疗健康领域涉及的质子治疗肿瘤系统装备，及放射性医用同位素制备；托管的
“更安全”业务包括辐射监测与防护、辐射成像与应用，以及核农业等（本报告以下内容不涉及托管业务）。
同时，公司稳妥经营并稳步优化重大资产重组前的远洋运输、房地产开发、工程承包、远洋渔业和进出口
贸易等业务，退出海上劳务派遣业务，有效规避了经营和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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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6,651,679,590.05

7,021,621,593.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271,123,164.82

102,681,776.03

164.04%

319,703,584.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79,764,504.15

-40,295,911.37

546.11%

177,976,117.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547,361,013.97

728,864,340.18

-24.90%

140,962,771.5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68

0.1002

186.23%

0.305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68

0.1002

186.23%

0.30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2%

1.80% 增加 2.82 个百分点

5.82%

2020 年末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2019 年末

-5.27% 6,784,085,745.74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12,319,715,091.57 11,428,362,769.21
5,969,876,957.74

5,725,298,312.76

2018 年末

7.80% 11,817,599,857.94
4.27% 5,642,354,904.7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营业收入

935,994,734.43

2,030,174,673.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2,188,100.53

261,230,188.75

2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1,773,141,763.56 1,912,368,418.55
54,564,602.77

17,516,473.83

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8,158,132.71

229,755,754.32

39,172,100.75

-21,005,218.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0,216,433.05

165,649,427.52

70,263,943.05

141,231,2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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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上一月末
41,527
普通股股东总
数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上一月末
0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报告期末表决
34,732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
持有有限 持有无限售
持股比 报告期末持 内增减
股东性质
售条件的 条件的股份
例
股数量
变动情
股份数量
数量
况

中广核核技术
国有法人
应用有限公司

25.23% 238,503,021

中国大连国际
境内非国
经济技术合作
有法人
集团有限公司

12.58% 118,914,273

0

62,141,49
1

56,772,782

深圳中广核一
期核技术产业
境内非国
发展基金合伙
有法人
企业（有限合
伙）

6.29% 59,464,627

0

0

59,464,627

境内自然
人

5.93% 56,078,972

-6,344,7 56,078,97
87
2

0

江苏达胜热缩 境内非国
材料有限公司 有法人

3.23% 30,524,094

-4,397,1 17,590,75
00
0

境内自然
人

1.69% 15,932,760

-1,081,0 12,452,75
00
6

陈晓敏

魏建良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9,149,07
9,149,073 229,353,948
3
质押

118,914,273

冻结

8,000,000

质押

56,078,972

冻结

13,459,909

12,933,344 质押

20,040,000

3,480,004

深圳隆徽新能
境内非国
源投资合伙企
有法人
业（有限合伙）

1.52% 14,340,344

0

0

14,340,344

中广核资本控
国有法人
股有限公司

1.33% 12,557,084

0

0

12,557,084

单永东

境内自然
人

1.08% 10,168,256 -40,000 7,471,654

2,696,602

丁建宏

境内非国

1.05%

2,436,602

9,908,256 -300,000 7,471,654

3

质押

14,340,344

冻结

14,340,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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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法人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
配售新股成为前 10 名股 无
东的情况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发展基金、陈晓敏和中广核资本系控股股东中广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核技术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行动的说明
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
类

数量

中广核核技术应用有限公
司

229,353,948

人民币
普通股

229,353,948

深圳中广核一期核技术产
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59,464,627

人民币
普通股

59,464,627

中国大连国际经济技术合
作集团有限公司

56,772,782

人民币
普通股

56,772,782

深圳隆徽新能源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4,340,344

人民币
普通股

14,340,344

江苏达胜热缩材料有限公
司

12,933,344

人民币
普通股

12,933,344

中广核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12,557,084

人民币
普通股

12,557,084

天津君联澄至企业管理咨
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561,958

人民币
普通股

9,561,95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8,374,327

人民币
普通股

8,374,327

大连市总工会劳动服务公
司

4,073,271

人民币
普通股

4,073,271

合肥久期量化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久期量化汇聚三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836,100

人民币
普通股

3,836,100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
中广核核技术系公司控股股东。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发展基金、陈晓敏
东之间，以及前 10 名无限
和中广核资本系控股股东中广核核技术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无
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
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普通
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或一致
股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形。
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
无
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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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十三五收官之年。近五年，公司以“核技术让人类生活更美好”为使命，坚定推进A+发展战略，
沿着“核技术让人类生活更安全、更健康、更美丽”的方向，做强做优加速器业务，做深做广辐照应用场
景，并向更具规模优势和更高技术含量的消毒灭菌、生态环境、医疗健康转型升级。公司完成“五大转变”，
发展目标从追求快速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发展方式从并购为主转入内生与外部合作并重；发展机制从国
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混”基本完成机制的“合”；发展动力从机会驱动转入战略牵引和创新驱动；业务
模式从产品供应商向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变。
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错综复杂的外部形势，公司全体员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围绕“提质增效年”的总体部署，发扬“激情、担当、创造”的企业精神，
全力以赴，抗疫情、稳经营，“点亮A+，引爆增长”，全面完成年度经营发展目标。截至2020年底的总资
产达到123.20亿元，资产负债率47.92%，营业收入66.52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1亿元，同
比增长164.04%；销售利润率4.40%，同比增加2.39个百分点。其中，加速器制造与辐照加工业务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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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43.74%，核环保业务在初创第一年即实现盈利，新材料业务毛利率比上年同期增加7.30个百分点，
由于受疫情影响，进出口贸易及其他（远洋渔业、远洋运输、国际工程承包等）业务收入有所下降。为实
现年度经营目标，公司开源节流，多点支撑业绩增长；有效管控重大风险，为实现年度经营业绩目标保驾
护航；借助技术优势，在疫情防控中充分体现责任担当。
加强增收节支，逆势而上育新机。一是爆款产品引爆增长。加速器销售创历史新高，共签订83台销售合同，
同比增长167.74%。仅用8天时间完成研发抗疫新材料，口罩熔喷PP专用料销售超2万吨。二是市场开拓持
续发力。借助国家加大新基建投入机遇，新材料销售增长到45.91万吨；公司与21家单位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涵盖各业务领域，加快市场开拓进程。三是精益管理不断强化。公司贯彻落实过“紧日子”各项举措，积
极开展高息债务置换，财务费用下降13.65%。高新核材通过信息化和智能化，完成太仓产业园试点，预计
总体产能提升42%，人均综合产能提升54%。中广核俊尔专项降本及联合降本相结合，降本约1,500万元。
加强风险防范，关口前移稳发展。深刻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指示精神，公司始终坚
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一是安全管理打好主动战。“安全第一、质量第一”的安全理念已
深入人心。公司总经理部成员年度安全检查60余次，子公司管理者带班检查1,360余次，排查治理安全隐患
7,000余项。积极应对江苏、四川、湖北地区百年一遇洪涝灾害，有效保障生产。大连国际事业部主动强化
境外项目反恐安保措施及境外员工安全管控，未发生安全生产事故。二是合法合规下好先手棋。公司正式
成立合规委员会，发布《合规行为准则》，明确公司合规管理的原则、组织体系。完成《合规风险清单》，
识别合规风险源262项，编制合规风险控制措施410项。三是化解风险打出组合拳。大新控股下半年克服疫
情影响实现盈利。继续保持中诚信主体信用AA+评级，在同行企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突出技术优势，疫情防控显担当。疫情就是命令。公司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干部员工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指示精神，一手抓防控，一手抓生产，为抗疫贡献科技力量，彰显央企责任担
当。一是坚持党的领导，疫情防控复工复产两不误。疫情发生正值新春佳节，公司党委第一时间成立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各级党组织响应号召，成立党员攻坚队，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
用，千方百计落实防疫物资，迅速投入抗疫和复工复产。包括疫情高风险地区在内的33家生产型子公司均
实现第一批复工复产；持续开展健康信息排查，实现境内外员工0疑似0感染。二是临危受命，技术抗疫不
辱使命。开辟绿色通道，累计为近4,200万件防护物资提供免费辐照服务，货值超1.5亿元。疫情最为严重
期间，完成防护服各项辐照实验，为工信部出台《医用一次性防护服辐射灭菌应急规范（临时）》做出突
出贡献，将原来消毒灭菌的时间由7到14天缩减到1天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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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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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电子加速器
及辐照加工
新材料
进出口贸易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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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521,965.02

27,274,647.26

39.89%

43.74%

0.43%

-4.58%

4,381,031,151.54

361,296,523.00

20.86%

-4.44%

2.64%

7.30%

749,887,781.08

11,119,758.38

5.28%

-3.20%

3.78%

-2.20%

1,034,238,692.41

-96,186,655.69

15.51%

-21.87%

1.19%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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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1 亿元，同比增长 164.04%；销售利润率 4.40%，同比增加 2.39 个
百分点。其中，加速器制造与辐照加工业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43.74%，核环保业务在初创第一年即实现盈
利，新材料业务毛利率比上年同期增加 7.30 个百分点，由于受疫情影响，进出口贸易及其他（远洋渔业、
远洋运输、国际工程承包等）业务收入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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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①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
（2017 年修订）
（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应当
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准则的规定，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
同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2020 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
行该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单位：元，下同

受影响的报
表项目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将不满足无条件收款权的已完工未结
算、应收账款重分类至合同资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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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
合同资产

对 2020 年 1 月 1 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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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
表项目

审批程序

已结算未完工、预收款项重分类至合
同负债。

对 2020 年 1 月 1 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预收款项

-197,181,243.96

-37,359,713.54

合同负债

197,181,243.96

37,359,713.54

与原收入准则相比，执行新收入准则对 2020 年度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
受影响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对 2020 年 12 月 31 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合同资产

9,171,030.98

应收账款

-9,171,030.98

母公司

合同负债

93,535,073.89

预收款项

-93,535,073.89

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
财政部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
（财会〔2019〕21 号，以下简称“解释
第 13 号”
）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不要求追溯调整。
1）关联方的认定
解释第 13 号明确了以下情形构成关联方：企业与其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成员单位（包括母公司和子公司）
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企业的合营企业与企业的其他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此外，解释第 13 号也明确
了仅仅同受一方重大影响的两方或两方以上的企业不构成关联方，并补充说明了联营企业包括联营企业及
其子公司，合营企业包括合营企业及其子公司。
2）业务的定义
解释第 13 号完善了业务构成的三个要素，细化了构成业务的判断条件，同时引入“集中度测试”选择，
以在一定程度上简化非同一控制下取得组合是否构成业务的判断等问题。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解释第 13 号，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解释第 13 号未对本公司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③执行《碳排放权交易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
财政部于 2019 年 12 月 16 日发布了《碳排放权交易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
（财会[2019]22 号），适用于
按照《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开展碳排放权交易业务的重点排放单位中的相关企业（以
下简称重点排放企业）
。该规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重点排放企业应当采用未来适用法应用该规定。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该规定，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该规定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④执行《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
财政部于 2020 年 6 月 19 日发布了《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
（财会〔2020〕10 号）
，自
2020 年 6 月 19 日起施行，
允许企业对 2020 年 1 月 1 日至该规定施行日之间发生的相关租金减让进行调整。
按照该规定，对于满足条件的由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引发的租金减免、延期支付租金等租金减让，企业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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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采用简化方法进行会计处理。
本公司对于属于该规定适用范围的租金减让全部选择采用简化方法进行会计处理并对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该规定施行日之间发生的相关租金减让根据该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本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上述属于该规定适用范围的租金减让事项。
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公司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合并资产负债表
调整数
项目

上年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重新
计量

重分类

合计

应收账款
合同资产
预收款项

197,181,243.96

合同负债

197,181,243.96

-197,181,243.96

-197,181,243.96

197,181,243.96

197,181,243.96

各项目调整情况的说明：
将年初已结算未完工、预收款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目

上年年末余额

调整数

年初余额

重分类

重新计量

合计

应收账款
合同资产
预收款项

37,359,713.54

合同负债

37,359,713.54

-37,359,713.54

-37,359,713.54

37,359,713.54

37,359,713.54

各项目调整情况的说明：
将年初已结算未完工、预收款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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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年相比，本年新并购1家公司四川国清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后更名为中广核达胜科技（成都）有限
公司）
，新设立1家子公司中广核医疗科技（绵阳）有限公司，因吸收合并注销了2家子公司分别为中广核
三角洲（苏州）高聚物有限公司和中广核高新核材集团（太仓)三角洲新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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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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