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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61                             证券简称：烽火电子                             公告编号：2021-008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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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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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烽火电子 股票代码 000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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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文刚 杨婷婷 

办公地址 
陕西省宝鸡市清姜路72号烽火电子董事

会办公室 

陕西省宝鸡市清姜路 72号烽火电子董事

会办公室 

传真 0917-3625666 0917-3625666 

电话 0917-3626561 0917-3626561 

电子信箱 sxfh769@163.com sxfh769@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国家军民用通信装备及电声器材科研生产骨干企业，是科技部认定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军工科

研生产资质及专业汽车生产企业资质。公司坚持“做强主业、创新驱动、以人为本、和谐发展”发展思路，

以技术创新为先导，积极发展高新技术通信产业，努力建设通信电声科研生产基地。 

公司主导产品有：短波通信设备、超短波通信设备、航空搜救定位设备、车机内音频控制系统、电声

器材等。军用产品为多军兵种提供了优良的通信装备；民用产品广泛应用于应急保障、抗震防汛、公安人

防、海洋运输等领域，并远销东南亚、非洲及欧美等国际市场。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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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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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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1,387,331,597.75 1,344,782,769.12 1,346,459,522.80 3.04% 1,223,775,807.83 1,223,775,807.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元） 
98,671,796.27 90,935,534.70 92,593,573.71 6.56% 86,505,445.73 86,505,445.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47,835,551.80 54,644,114.17 56,302,153.18 -15.04% 70,323,433.65 70,323,433.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 
91,427,175.23 238,307,970.52 241,113,595.98 -62.08% 87,900,476.32 87,900,476.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5 0.15 6.67% 0.15 0.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5 0.15 6.67% 0.14 0.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36% 6.38% 7.76% 
下降了 1.40 个百

分点 
6.54% 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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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3,572,525,830.26 3,227,973,133.38 3,256,421,937.77 9.71% 2,908,403,954.54 2,908,403,954.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元） 
1,571,498,699.65 1,489,739,836.03 1,498,020,078.45 4.91% 1,373,816,032.93 1,373,816,03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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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041,504.58 427,319,218.84 216,398,821.01 684,572,053.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902,239.91 61,873,127.79 -3,777,186.40 93,478,094.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3,188,866.95 59,624,176.41 -13,238,660.04 54,638,902.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728,945.00 -24,141,631.73 -63,167,310.70 224,465,06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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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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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49,109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50,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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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烽火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1.69% 252,085,786 0 质押 110,000,000 

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74% 77,037,508 0 - - 

何海潮 境内自然人 1.72% 10,382,314 0 -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信国防军工

量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9% 4,782,184 0 -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中证军工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6% 4,008,000 0 -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军工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1% 3,091,400 0 - - 

唐润秋 境内自然人 0.34% 2,083,700 0 - - 

林雅莉 境内自然人 0.27% 1,625,800 0 - - 

王筱泉 境内自然人 0.26% 1,547,600 0 -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中证全指

通信设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5% 1,524,000 0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陕西烽火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的控股股东，二者是"一致行动人"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前 10 名无

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所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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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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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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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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公司总资产35.7亿元，较上年末增长9.7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15.7亿元，较上年

末增长4.91%，2020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87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0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9867.1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56%。研发投入2.07亿元，占营业收入比例为14.92%，较上年

增长0.59个百分点。 

1）通信主业稳步发展 

报告期，公司市场开拓取得成效，通信主业发展提速。军品市场方面，某综合集成“赶队提升”信息

系统加改装业务实现行业第一；网络化机通保障XXX机首飞，并向XX平台推广；新型单兵降噪送受话器、

抗噪耳机完成鉴定，并推广应用；配套XX工程有源降噪系统完成正样研制及样机交付，形成规模收入。 

民品市场方面，应急通信业务在人防市场快速发展，人防集成项目进入全国三甲；数字集群和低空侦

查防御系统业务发展持续提升，积极拓展了人防、公安、铁路、机场、水利、气象等领域。 

国际市场方面，2020年受国际新冠疫情影响，国际军贸市场形势严峻，公司积极寻找新思路，在维护

原有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新的市场宣传渠道。 

2）科技创新斩获新成果 

公司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创新驱动发展之路，持续打造核心竞争力。报告期，公司加速科技创新

战略布局，已经建立了宝鸡、西安、北京三大研发中心，以及成都、广州、南京专项研发团队。 

报告期，公司完成科研项目鉴定50项。其中，新舟XX搜索引导任务系统作为公司首个系统级产品完成

鉴定，对公司在该领域市场份额扩大和行业地位巩固具有重要意义；多项重点型号配套产品完成鉴定；多

项重点型号工程配套项目研制进展顺利。 

报告期，公司开展工艺创新、攻关项目27项。其中，高速高性能调制解调器等技术完成仿真测试，数

字有源降噪、声源定位等技术研制稳步推进，为产品生产提供了有力支撑。 

3）软实力大力提升 

能力建设成效显著。报告期，公司获得专利授权37件，其中发明专利14件。报告期，公司“智能高效

短波通信网及产业化应用”项目获陕西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头戴式无线通话器入选首批“陕西工业精品”

名单；“全向电扫描有源相控阵侦察雷达”等三个项目列入陕西省重点新产品研发项目。报告期，顺利通

过CNAS扩项和复评审认可，具备承担国家级第三方软件评测能力和资质。报告期，公司成功入选国务院“科

改示范行动”企业名录，并作为全国五家代表企业之一，在国务院科改现场推进会做优秀企业交流发言；

被评为“陕西省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业”和“陕西省质量标杆”企业，子公司宏声科技入选省级“专精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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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小企业，子公司陕通公司被评为“西安市军民融合示范企业”；打造“金牌供应商”行动取得成效。 

资本运作稳步运行。报告期，公司坚持内生发展与外部促进相结合,着力内生发展，培养重点新业务，

探索新的利润增长点；加快外部促进，围绕通信主业竞争力提升，积极寻找并购标的，通过兼并收购做强

做大上市公司；探索多渠道融资与投资模式，促进新业务发展,提升上市公司价值。 

4）队伍建设取得新进展 

落实人才强企战略，扎实推进人才队伍建设。报告期，公司创新人才引留机制，引进、外聘行业资深

人才，强化与高校的合作；不断完善人才培养机制，优化研发人员职业生涯通道，提升员工技术能力和研

发业绩，深入开展烽火青年英才计划，壮大后备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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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信设备 1,206,689,555.00 749,188,914.49 37.91% 1.02% -2.36% 增长了 0.64 个百分点 

电声器件 161,843,808.94 82,340,059.61 49.12% 20.23% 20.17% 增长了 12.5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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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本年会计政策发生变化。 

变化情况：本公司适用的收入准则发生变化 

变化原因：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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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新收入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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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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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根据财政部新发布的相关通知，公司应于2020

年一季度报告起按新收入准则要求进行财务报告的披露。 

变化影响：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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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主要系本年度发生了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将陕西大东科技实业有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董事长：宋涛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四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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