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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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本报告中如有涉及未来的计划、业绩预测等方面的内容，均不构成本公司对任何投资者及相关人士的承诺，投资者及相关人
士均应对此保持足够的风险认识，并且应当理解计划、预测与承诺之间的差异。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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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393,643,342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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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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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合康变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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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48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瑞霞

刘文静

办公地址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博兴二路 3 号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博兴二路 3 号

传真

010-59180234

010-59180234

电话

010-59180256

010-59180256

电子信箱

hicon@hiconics.com

hicon@hiconics.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过去十年，公司高压变频器业务得到长足的发展，市场占有率逐年攀升，在巩固行业地位的同时，公
司也积极打造多层次节能环保业务平台，产业升级初见成效，进入发展的“快车道”，目前公司营业收入和
利润发生了结构性改变，传统主业收入和利润占比不断下降，转型后的新型产业收入和利润占比不断上升，
由于新型产业毛利较高，报告期内利润贡献率已占半壁江山。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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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节能设备高端制造产业
新能源汽车总成配套及运营产
业
节能环保项目建设与运营产业
合计

收入金额
63,775.61
14,012.66

2015年
收入占比
78.98%
17.35%

2014年
收入金额
收入占比
66148.67
99.11%
595.99
0.89%

2,963.29
80,751.56

3.67%
100.00%

0
66,744.67

利润金额
2,724.57
1,558.11

利润占比
52.47%
30.01%

单位：万元
2014年
利润金额
利润占比
4,478.00
102.45%
-107.07
-2.45%

909.75
5,192.43

17.52%
100.00%

0
4,370.93

类别
节能设备高端制造产业
新能源汽车总成配套及运营产
业
节能环保项目建设与运营产业
合计

2015年

0.00%
100%

0.00%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从单一变频器节能控制延伸拓展，已逐渐形成了包括高、中低压及防爆变频
器在内的全系列变频器产品、伺服产品、新能源汽车及相关产品，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变频器产品线，环保
产业PPP、BOT，光伏电站的建设与运营，进一步优化了公司的产品结构，丰富了公司产品的应用领域，
满足了客户多元化需求，提高了公司为客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的能力。具体业务如下：
1、节能设备高端制造业，主要是以生产、研发、销售高压变频器、中低压变频器、伺服产品为主。
在此领域，目前公司能生产提供高压变频器、中低压变频器、防爆变频器在内的全系列变频器产品、伺服
产品。
1.1 公司生产的高压变频器，可细分为通用高压变频器和高性能高压变频器两大系列，应用领域涉及
电力、矿业、水泥、冶金、石化等行业，可实现对各类高压电动机驱动的风机、水泵、空气压缩机、提升
机、皮带机等负载的软启动、智能控制和调速节能，从而有效提高工业企业的能源利用效率、工艺控制及
自动化水平。其中高性能高压变频器通过运用矢量控制及能量回馈技术，与通用高压变频器相比，具备恒
转矩、动态响应快、调速精度高、调速范围宽、快速制动等特点，并且可实现负载制动时能量反馈回电网，
高性能高压变频器适用于矿井提升机牵引变频、轧机变频传动、船舶驱动以及高速机车主传动等高端领域。
公司是国内高压变频器行业的龙头企业，市场占有率高，长期占据着行业的领先地位。
1.2 公司生产的中低压变频器，可应用于大部分的电机拖动场合，能够实现工艺调速、节能、软启动、
改善效率等功能，在电力、冶金、石油化工、煤炭、起重机械、纺织化纤、油气钻采、电梯、建材等行业
得到了广泛应用。
目前公司主要有长沙和武汉两大基地生产中低压变频器。2015年，中低压变频器增长迅速。
1.3 工业自动化是实现工业4.0的基础，伺服系统是工业自动化的基础；伺服作为工业机器人必不可少
的关键零部件——伺服系统是以变频技术为基础发展而来，由伺服驱动器及伺服电机构成。控股子公司东
菱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核心技术产品——交流伺服系统，目前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具有性能优、可靠性高
的特点，广泛应用于数控机床、纺织机械、包装机械、雕刻机械、弹簧机械以及产业机械的自动化改造等
领域。
2、节能环保项目建设及运营产业，主要是以华泰润达和滦平慧通为主。
2.1 华泰润达为一家致力于节能环保和新能源技术的高新技术企业，业务范围涵盖节能、环保、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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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利用等领域，具体包括垃圾填埋气利用及垃圾综合处理、工业余热余能利用、难降解污水处理、工业
节能改造、燃煤电厂超低排放等，可提供从项目规划、可行性研究、评估到场内设计、工程施工以及运行
管理等一揽子完备的系统解决方案。
华泰润达在为客户提供服务时采取的业务合作模式主要包括：EPC（工程总承包）模式、EMC（合同
能源管理）模式、PPP（公私合作）模式、设备销售及其他技术服务模式。在EPC模式中，华泰润达在完
成承包项目，并履行相应的验收交接程序后取得收入并赚取利润。在EMC模式中，华泰润达为用能单位提
供必要的节能服务后，用能单位以节能效益支付华泰润达的投入及合理利润。在PPP模式中，华泰润达根
据与政府部门的协议在公共基础设施运营中获得收入和利润。在设备销售及其他技术服务模式中，华泰润
达根据与合作方签订的协议约定，向合作方销售设备或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后，取得收入和利润。
2.2 滦平慧通为公司2015年新设立的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为光伏发电。该项目位于河北省滦平县，
为40MW农业光伏发电建设及运营项目。公司拟采取持有运营的模式经营以获取稳定的收益。河北承德地
区光照资源丰富，河北属于能源消耗大省，当地电力需求，该项目如若成功，将会给公司带来稳定的收益。
截止2015年12月31日，该项目已经获得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滦平县人民政府批准，项目正处于施工
建设期。截止本报告披露日，滦平慧通投资建设的40MW光伏电站项目已完成项目建设，经调试及试运行，
目前滦平慧通实现40MW并网发电。
华泰润达和滦平慧通的业务模式可以为公司带来稳定的现金流，贡献稳定、持续的利润。
3、新能源汽车总成配套及运营产业，主要以合康动力、合康智能、北京/武汉畅的为主。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公司以产品为核心，智能充电网络和租车网络为平台，打造合康新能源汽车生态
圈。 依托合康动力整车控制器优势，将动力总成系统切入主流客车厂，单车价值量有较大提升的同时，
提供了一体化完整系统解决方案。依托公司从整体控制器到动力总成到充电桩的制造能力，多点布局新能
源汽车核心零部件，公司对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思考，在此背景下，公司进入新能源汽车租赁领域，畅的科
技开创租赁新模式，是新能源汽车充电网络的建设者，是新能源汽车租赁的服务者。

3.1 合康动力的新能源业务涉及新能源客车关键零部件、节能汽车动力系统总成及新能源汽车动力系
统总成三方面，产品包括ATMS热管理系统、AMT机械式自动变速箱、变流变频器（电机控制器、充电机、
DC-DC、DC-AC等）、纯电动系统、在线充电系统及基于AMT的并联式混合动力系统。
合康动力新能源汽车方案覆盖新能源汽车主流技术：1、直驱纯电动系统；2、AMT纯电动系统；3、
增程插电式系统；4、插电式AMT混合动力；5、双源无轨电车系统；6、插电式混联混合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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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合康智能是公司为生产充电桩而于2015年新设立的控股子公司。合康智能可提供如下产品：

3.3 北京/武汉畅的是公司为布局新能源汽车租赁而于2015年新设立的两个控股子公司。畅的科技以城
市化的综合运营为主，为车主、车厂和商业合作伙伴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目前公司下设两个子板块：畅的
充电和畅的租车，这两个子板块为建设全国性充电网络和租赁云平台提供配套，表现的业务既可以为客户
建设充电桩网络，也能为客户提供新能源汽车（包括新能源客车和新能源乘用车）租赁业务。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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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营业收入

2015 年

2014 年

807,515,586.80

667,446,655.26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99%

2013 年
661,851,89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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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924,296.22

43,709,322.08

18.79%

44,466,825.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2,002,798.11

38,935,551.73

33.56%

42,214,657.33

-23,991,868.69

5,879,111.86

-508.09%

-27,768,759.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3

15.38%

0.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3

15.38%

0.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7%

2.90%

0.47%

2.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3,365,581,412.09

2,092,301,423.23

60.86%

1,852,890,010.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20,766,071.28

1,521,188,688.12

52.56%

1,494,386,606.0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130,688,103.70

217,491,321.40

171,980,797.70

287,355,364.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34,855.82

19,291,244.57

4,905,428.37

24,892,767.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25,689.74

19,466,821.49

4,874,534.00

24,435,752.88

-45,235,960.76

30,778,713.20

9,379,615.95

-18,914,237.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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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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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一个月末
15,445
普通股股东总
数

报告期末表决
19,751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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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上丰集团 境内非国有
有限公司
法人

24.14%

89,103,300

0 质押

16,000,000

广州市明珠星 境内非国有
投资有限公司 法人

7.85%

28,980,000

0 质押

25,300,000

刘锦成

境内自然人

6.74%

24,889,300

22,116,975 质押

23,800,000

何天涛

境内自然人

5.04%

18,620,690

18,620,690

张燕南

境内自然人

2.44%

9,000,000

0

何显荣

境内自然人

1.68%

6,206,896

6,206,896

何天毅

境内自然人

1.68%

6,206,896

6,206,896

叶进吾

境内自然人

1.37%

5,050,351

5,006,513 质押

4,8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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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景顺长城资 境内非国有
源垄断混合型 法人
证券投资基金
（LOF）

1.00%

3,695,701

0

交通银行－鹏
华中国 50 开放 境内非国有
式证券投资基 法人
金

0.90%

3,315,660

0

刘锦成系广州市明珠星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叶进吾系上海上丰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根据上海上丰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明珠星投资有限公司、刘锦成以及叶进吾四方签署的《合
动的说明
作协议》，上述股东中上海上丰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明珠星投资有限公司、刘锦成、叶进吾
系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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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始终秉承“品质、创新、高效、共赢”的企业理念，通过内生式发展巩固传统业务市场
地位；通过外延式扩张走资源整合之路，利用自身技术和资本市场平台，吸引并整合人才、资本等资源，
顺利完成转型升级及公司2015年度各项工作；通过积极打造多层次节能环保业务平台，公司产业升级初见
成效，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2015年高压变频器产业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面对经济结构调整和行业下行的压力，公司在巩固市场
地位的同时，注重精细化发展，“行业有侧重，客户有选择，市场有突破”，侧重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中前景
好的行业，选择资信好业绩佳的客户，突破现有市场，在“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中，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因此管理层按照董事会年初制定的年度经营计划，一方面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继续专注于公司高压变
频器产品业务的稳健发展，继续保持公司在高压变频器行业的领先地位；
中低压变频器加速发展：截止报告期中低压变频器国产化率仍不高，市场空间相对较大。公司将整合
武汉合康和长沙日业的资源，加速发展中低压变频器产业，提高市场份额；同时继续发挥现有的品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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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术优势，增强客户的品牌忠诚度，整合各方资源，加大中低压变频器的快速发展；
伺服系统重点发展：工业自动化是实现工业4.0的基础，伺服系统是工业自动化的基础。公司将整合资
源，重点发展伺服系统，加大研发投入和市场开发力度，提升技术实力和市场占有率，在中低压领域逐步
替代进口产品，并择机进入工业机器人伺服系统领域；
新能源汽车总成配套业务及充电桩产业链协同发展：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公司以产品为核心，智能充
电网络和租车网络为平台，打造合康新能源汽车生态圈。依托合康动力整车控制器优势，切入主流客车厂，
2015年控股子公司合康动力已与多家主流厂商形成配套关系，整车控制器及电源辅助控制系统销量已居国
内领先地位，在业内已经享有较高声誉。合康动力和合康智能为北京/武汉畅的提供技术支持及产品质量保
证、同时也能降低成本，北京/武汉畅的以购车需求拉动合康动力和合康智能的快速发展，同时为未来进入
乘用车领域做好充分的准备，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发展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畅的科技开创租赁新模
式，是新能源汽车充电网络的建设者，也是新能源汽车租赁的服务者。截止到2015年年底，运营模式成熟
稳固，以北京、武汉两地为源心，向外复制；
通过外延式扩张走资源整合之路：为应对经济环境下行的压力，公司积极推动产业并购、战略转型，
谋求市场扩张和产业延伸的机会，实现公司战略升级。报告期内，公司收购华泰润达100%股权，并募集配
套资金。向何天涛、何显荣和何天毅合计支付31,034,482股上市公司股份及15,000万元现金以收购其持有的
华泰润达100%的股权，以询价方式向不超过5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本
次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38,800.00万元。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北京合康亿盛变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何
天涛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724号）批准，公司向何天涛发行18,620,690股股
份、向何天毅发行6,206,896股股份、向何显荣发行6,206,896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同时核准合康变频非公
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38,800万元。截止2015年12月31日，本次交易已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标
的资产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成，合康变频已持有华泰润达100%股权。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已实
施完毕。截止本报告披露日，本次交易中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部分已实施完毕。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成功
收购华泰润达，由于华泰润达为一家致力于节能环保和新能源技术的高新技术企业，业务范围涵盖节能、
环保、资源综合利用等领域。使公司在节能减排领域的业务得到延伸，符合公司谋求市场扩张和产业延伸、
实现公司战略升级的发展目标。收购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及净利润水平将有明显提升，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幅度高于公司股本增幅，每股收益得到较大提升收入结构得到进一步丰富，
公司将在保持现有变频器业务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大力拓展节能环保领域业务，使节能环保领域业务成为
公司新的盈利增长点，从而提升上市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竞争实力；
光伏电站的建设和运营：报告期内公司合资新设滦平慧通、北京瑞合，开拓光伏电站的运营产业。
因此，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已经从工业自动化节能设备制造领域进行延伸，形成了主要的三大
板块：节能设备高端制造业、节能环保项目建设及运营产业、新能源汽车总成配套及运营产业。
报告期内，在公司董事会的领导下，公司还完成如下工作：
（1）市场开拓方面
2015年度，公司取得订单情况如下：
项目
节能设备高端制造产业
新能源汽车总成配套及运营产业
节能环保项目建设及运营产业
合计

2015年1-12月
70,697.61
31,132.63
13,695.70
115,525.94

单位：万元
2014年1-12月
71,444.71
1,859.84
73,304.55

变动比例
-1.05%
1573.94%
57.60%

注：公司签订的节能环保项目建设及运营产业订单，主要为北京华泰润达节能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
去年同期北京华泰润达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未纳入公司合并范围，故无相关数据的变动比例。
报告期内，公司高压变频器订单情况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下滑，主要是受国内经济增速出现放缓态势
及产品结构波动的影响。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大中低压及防爆变频器产品的研发及销售推广力度，同时
2014年12月新纳入公司合并范围的深圳日业在报告期内稳步发展，带动了公司的中低压及防爆变频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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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幅增长。由于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市场需求放缓，本报告期内伺服产品的订单有小幅增长。由于
国家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再加上公司新能源汽车及相关产品在行业内技术领先，市场口碑好，
因此公司的新能源汽车及相关产品在本报告期内取得了产品订单的大幅增长。
（3）研发创新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在新产品拓展、研发能力提升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打下了坚实基础。截至2015 年12 月31 日，公司（含全资子公司武汉合康、华泰润达）拥有71 项专利，
其中报告期内新增22 项。研发取得的重要进展，详见“第四节 二、主营业务分析 4、研发投入”。
（4）人力资源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多渠道引进各类人才，极大地增强了公司研发设计、销售推广、技术服务和经营管理
等能力。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公司员工为1,830人，其中研究生及以上54 名，本科生481名。同时公司注
重对每位员工的培养和关怀，通过薪酬激励、培训学习、人文关怀、拓展训练等一系列方式激发员工的工
作热情和工作主动性，全面提升了员工队伍的整体素质，打造一支攻坚克难的精英团队，为公司的持续发
展注入新动力。公司继续深入推进绩效考核工作，以提升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强化工作责任，节约人力
成本，提升总体运营能力。
（5）内部管理方面
针对经营发展需要，2015年公司调整了公司的组织架构，使公司的管理模式和人才配比适应公司的战
略部署。同时，对公司内部流程进行梳理、优化，深化OA信息化平台建设，提升了整体运营效率；通过
授信额度审查、委派专人进行应收账款催收，强化应收账款管控；持续清理库存，加强采购和生产、销售
及技术服务的供应链管理；加强对子公司业务的风控管理，以降低经营风险。
（6）投资回报
2015年，公司根据《关于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以总股本33,814.48万股为基数，每10
股派发现金股利0.5元（含税），共分配现金股利1,690.724万元（含税）。该利润分配方案已于2015年6月9
日分派完毕。受经营业绩波动的影响，公司的利润分配金额有所减少，公司董事会感谢投资者在公司业绩
波动的情况下，对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理解与支持。
（7）公司法人治理和投资者关系管理
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维护市值增长，打造公司良好的资本市场形象。公司一直重视三会的合法规范
运作，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做好信息披露工作。2015年资本市场经历大幅波动，公司更加注重投资者关系管
理、机构调研计划管理工作，认真对待媒体、投资者提问，与投资者保持密切的联系。为与投资者保持良
好的沟通，公司除了召开一年一度的网上业绩说明会外，还针对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和维护公司股价等事
宜安排了交流会，使得投资者对公司未来的发展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控股股东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
和公司价值及成长的高度认可，增持了公司股份。公司董事会的工作不仅得到了广大投资者们的支持，也
得到证券监管部门、投资机构和众多媒体的认可。
（8）注重人才培育与激励，加强公司企业文化建设
公司充分认识到企业文化是公司核心竞争力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并从战略高度推进企业文化建设。通
过创办公司企业内刊、承办各行业协会相关活动，积极通过内外平台展示公司风貌及文化。公司通过建立
完善合理的人才培训、引进机制以及激励机制，确保公司的人才储备、人才结构和发展战略相配套，调动
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公司的凝聚力和竞争力，报告期内，实施了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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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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节能设备高端制
造

637,756,142.20

404,961,288.10

36.50%

-3.59%

-4.18%

0.39%

新能源类

140,126,592.50

75,481,243.95

46.13%

2,251.15%

2,301.59%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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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比去年同期增加33.56%，主要原因是：
（1）、报告期内，受益于国家新能源汽车政策助推，公司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总成及其相关产品
订单倍增，为公司贡献了较大利润；
（2）、报告期内，新纳入合并范围的部分子公司贡献了利润。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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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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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增加5户。报告期内，收购北京华泰润达节能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
处置北变变压器（上海）有限公司和长沙市赛沃电气有限公司。新设子（孙）公司共六家，子公司包括：
滦平慧通光伏发电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60%；武汉畅的科技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80%；北京畅的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85%；北京瑞合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52%；文山创能农业光伏开
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70%；孙公司为武汉合康智能电气有限公司，由本公司的子公司武汉合康防爆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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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有限公司持股比例53%。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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