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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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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邹群 个人工作原因 郭建军 

4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19 年度末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68,961,728.21 元。2020 年度，经普华永道中天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6,168,116.15 元（合并

报表），提取法定盈余公积4,442,624.61元，减去2020年派发的2019年度现金红利25,095,319.86

元，公司 2020年度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85,591,899.89元。 

为向股东提供充分合理的投资回报，结合公司2021年度业务发展对资金的需求，公司拟定的

2020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为：以2020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330,201,56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42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13,868,465.69元，当年现金分红数额占合并

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为30.04%。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度。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宝光股份 600379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原瑞涛 李国强 

办公地址 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宝光路53号 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宝光路53号 

电话 0917-3561512 0917-3561512 

电子信箱 office@baoguang.com.cn office@baoguang.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是国内生产真空灭弧室的重点高新技术企业，50余年来专注于真空灭弧室产品的研发、

制造、销售。产业涉及电子器件、电气配件、电子陶瓷和国际业务。电子器件板块产品包括真空

灭弧室、固封极柱和太阳能集热管等电真空器件产品；电气配件板块主要以操纵机构为主，其它

电气配套产品、灭弧室零配件等产品为辅；电子陶瓷板块以生产电真空陶瓷为主；国际业务板块

以真空灭弧室和固封极柱产品出口、金属化瓷壳进口为主，辅以电器配件出口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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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宝光牌”系列产品产销为主，产品具有标准化、系列化、小型化、长寿命、高可靠、

专业化等特点。主业产品真空灭弧室电压等级覆盖 0.66kV到 145kV全系列，产品符合 GB、IEC、

以及 ANSI等相关标准规定。 

公司拥有真空灭弧室系列产品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等核心优势资源，拥有国内先进的技

术装备和生产线，核心零件全部实现自制，建立了自制加外购的坚强供应链。同时，公司在生产

经营中按照成本领先、差异化生产、目标集聚的模式运行，灵活应对市场变化。 

公司以智能制造为目标，持续深入推进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建设，2017年被国家工信部

授予“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的称号。公司具备年产百万只真空灭弧室的生产能力，在品牌

知名度、技术研发、工艺及装备等方面具有核心竞争力。据中国真空电子行业协会不完全统计数

据，我公司真空灭弧室产品行业市场占有率多年来持续保持在 30%以上，在国内行业中处于龙头

地位，位居世界前列。“宝光牌”真空灭弧室现已远销海外多个国家及地区，在国际市场具有一

定的知名度。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871,761,474.04 831,904,467.86 4.79 790,475,384.81 

营业收入 902,078,704.42 933,906,907.77 -3.41 849,346,060.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168,116.15 44,171,447.34 4.52 38,465,510.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1,062,345.34 41,306,417.49 -0.59 33,271,656.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68,239,192.13 546,229,913.69 4.03 520,147,923.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4,362,057.29 53,387,200.68 114.21 55,470,101.8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98 0.1561 -10.44 0.16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98 0.1561 -10.44 0.16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2852 8.2844 增加0.0008个百分点 7.5703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69,234,494.78 227,096,732.68 216,151,056.19 289,596,420.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34,782.53 11,474,083.47 15,502,177.45 15,557,072.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829,898.46 9,632,353.99 15,382,779.67 13,232,884.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651,933.89 39,786,707.20 -15,961,172.73 73,884,588.93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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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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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8,54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1,808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陕西宝光集团有限公司 0 89,037,810 26.96 0 无 0 国有法人 

西藏锋泓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0 46,856,600 14.19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程立祥 1,800 17,903,600 5.4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航证券－中国航发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中航

证券兴航 6 号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 

7,174,000 7,174,000 2.17 0 无 0 未知 

张敏 0 6,083,000 1.8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顾俊明 809,811 3,108,880 0.94 0 无 0 未知 

黄剑 -3,720 2,100,000 0.64 0 无 0 未知 

李尚芹 -827,874 1,700,000 0.51 0 无 0 未知 

郭亮 1,214,640 1,214,640 0.37 0 无 0 未知 

李颖 0 1,130,360 0.34 0 无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

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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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20 年，在董事会和经营班子的坚强领导下，公司努力化解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积极高效

应对市场变化，化“危”为“机”，圆满完成了全年经营目标，实现了“十三五”良好收官，为十四

五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咬定目标，实现良好收官 

1.国内市场稳中求进，在困难重重的市场环境下，公司紧抓核心市场、重点客户，创新销售

导向模式，搭建了行业内首个面向全球客户的线上交易平台“宝光 e 购”，年内分别实现了国际、

国内客户的线上交易，较好地完成了全年销售目标。 

2.国际市场逆风而行。国际营销团队在海外疫情肆虐的背景下通过互联网平台建立了国际营

销网络，实现经营逆势增长。 

3.陶瓷、气体板块内部保障功能逐步改善；精工电器规模快速增长，人均劳产率提升，运营

质量改善明显；太阳能集热管积极拓展新市场。 

（二）深化改革，释放发展活力 

1.体制改革取得突破。实现了灭弧室制造单元的整合，全年万元费用率下降显著，12 月份产

量突破历史最高值；实施零件单元内部承包试点，全年存货周转天数缩短，效率提升，零件价格

达到市场水平。 

2.机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结构性冗员问题得到显著改善，2020 年公司管理层级及人员进一步

精简，效率得到显著提升。通过不管优化考核体系，建立各单位上下游评测机制，将影响订单交

付和产品质量等典型问题得到有效反馈解决。通过体制机制改革的深化改革、创新，加大对技术

创新、管理创新和降本项目的奖励力度，公司效率、效益的提升空间不断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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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优化管理，夯实运营基础 

1.强化内控、制度建设，搭建合规管理机制，将公司的整体运营内容划分成 47 项管理活动，

全年修订并正式颁布公司级管理制度 170 项，颁布了合规管理制度，内部控制，合规建设为公司

运营规避风险保驾护航。 

2.充分发挥财务工作的决策参考功能，尤其是成本管控的倒逼作用和预算管理的约束功能进

一步增强，全年三项费用管控降本成果显著。 

3.增加数字化手段在生产管理体系的应用，建立数字化排产，实现产品计划自动按 BOM 分解

零件需求，外购零件按供方份额自动分配采购订单；建立了 VMI 管理模式，在行业内，首次实现

了灭弧室和固封极柱产品数字化防伪全覆盖，发运物流数字化查询。 

4.质量全过程控制进一步增强，灭弧室产品一次交验合格率达 99.4%；质量损失率同比下降

32%，周期退货率和周期投诉率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 66.1%和 91.8%。 

5.建设实施“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从源头系统识别风险、控制

风险，消除隐患。 

（四）聚焦创新，提升产品竞争力 

1.承担的国家 3 项“卡脖子”专项技术任务，本年度取得有效进展。其中参与的高铁车载真

空灭弧室国产化项目，已完成全部型式试验验证，正在挂网运行；另外两项中，一项已进入样品

验证阶段；一项正在进行关键材料、零件的基础性能研究。 

2.加大技术研发项目强度，加快科技成果转化，通过技术、工艺改进提升产品品质和客户体

验。公司全年组织新产品研发立项 25 个，完成 16 种新产品批试鉴定，重点科研项目分别获得省

部各级荣誉 10 项。 

（五）运用精益思想推动全价值链改善 

1.报告期完成了灭弧室后工序精益产线一期建设，实现工序连续流、节拍化生产，上线产品

制造周期缩短。 

2.整合生产资源，全方位挖潜，实施冗余压减方案，确定 C 类瓶颈零件储备原则，灭弧室单

元生产保障能力、订单响应速度不断提升，全年订单准时交付率稳定在 99.7%以上。 

3.优化供应商绩效评价标准及流程，梳理重点供应商地图，制定了 A 类零件供方开发计划并

推动实施，供应链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 

4.通过全生产过程梳理降本点，全年技术、研发、采购、节能及三项费用 5 大类专项降本挖

潜成果显著。 

5.通过积分制提升全员精益改善提案质量，形成全员运用精益思想改善不合理的浓郁氛围，

切实提升公司运营管理水平。 

（六）党建与生产经营不断融合，发挥组织优势 

1.持续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坚决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入行，

切实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利用“党员责任区”“党员示范岗”创建工作活动,

确保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生产管理各项工作中有效发挥。 

2.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的原则，通过“机关化”问题整改修订干部管理制度，建立

了“绩优者上、绩劣者下”的工作机制；在严管干部的基础上，探索干部激励新思路，举办 9 期

“讲业务、练队伍、促发展”干部大讲堂活动；依靠劳模、技能工作大师工作室平台优势，高起

点培养人才，成果初现，获得国家知识产权专利 5 项，全年完成技术攻关项目 4 项，管理创新项

目 2 项，培养高级工 4 名，劳模工作室顺利通过验收，为助力公司更好地培养技能型工匠人才队

伍夯实基础。 

3.不断筑牢思想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防线，举办周新闻简报，对公司各岗位涌现出的先进集

体、先进个人事迹进行了报道宣传，弘扬了正能量，鼓舞了士气；积极联系社会各种新闻宣传渠

道，利用报纸、网络、微信等载体，宣传公司形象；深入开展职工座谈交流活动，及时解决了职

工工作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切实履行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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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全力落实 2020 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要求，围绕两金压控、疫

情惠企政策落实、利益输送、设租寻租和化公为私等多个专项问题开展监督，逐月检查整改进度；

牢固树立底线意识和红线意识，营造了风清气正的企业经营氛围。 

（七）谋篇布局“十四五” 

以“十四五”战略规划编制为基础，全面深入的分析挑战、预判未来，商讨拟制系统可行的

五年发展战略，科学筹谋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实现路径。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7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2017年修订)，公司及

各子公司已采用上述准则和通知编制 2020年度财务报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主要子公司详见本报告财务报告（九）。 

 

                                                   董事长：刘武周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1 年 3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