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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20                    证券简称：经纬电材                   公告编号：2016-54 

天津经纬电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摘要所载资料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半年度报告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等中国证监

会指定网站。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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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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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内的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负责人董树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秋凤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凌云声

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半年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经纬电材 股票代码 300120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秋凤 韩贵璐 

电话 022-28572588-8551 022-28572588-8552 

传真 022-28572588-8056 022-28572588-8056 

电子信箱 tjjwdc@163.com hgl08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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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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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总收入（元） 351,702,528.77 239,672,307.33 46.74%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

利润（元） 
7,507,216.52 5,937,374.95 26.44%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6,555,133.21 3,969,939.82 65.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9,446,275.60 -17,985,576.24 47.48%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股） 
-0.0462 -0.0878 47.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67 0.0289 26.9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67 0.0289 26.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7% 1.00% 0.2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1.11% 0.67% 0.4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805,245,878.20 767,453,966.03 4.92%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元） 
592,287,567.31 593,698,409.59 -0.24%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股） 
2.8956 2.9084 -0.44% 

非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及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213,488.2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7,629.36  

减：所得税影响额 189,847.4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3,928.07  

合计 952,083.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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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

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

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

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2）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3,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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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树林 境内自然人 14.88% 30,471,055 22,853,291 质押 4,237,300 

张国祥 境内自然人 6.04% 12,372,767 9,279,575 质押 7,820,000 

张秋凤 境内自然人 4.99% 10,220,434 7,665,32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99% 10,219,900 0   

永信亚洲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78% 9,794,783 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

银行－工银瑞信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70% 3,481,900 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

－南方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1.70% 3,481,900 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

－中欧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1.70% 3,481,900 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

－博时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1.70% 3,481,900 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

－大成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1.70% 3,481,900 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

－嘉实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1.70% 3,481,900 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

－广发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1.70% 3,481,9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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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基金－农业银行

－华夏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1.70% 3,481,900 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

－银华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1.70% 3,481,900 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

行－易方达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70% 3,481,900 0   

杨纬 境内自然人 1.39% 2,838,824 0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0% 2,670,387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信量化先锋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1% 2,475,415 0   

杨建 境内自然人 0.74% 1,512,7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树林先生、张国祥先生、张秋凤女士为一致行动

人。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备注：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树林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张国祥先生、张秋凤女士与太平洋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收益互换协议，通过太平洋证券收益互换的方式在二级市场合计增

持公司股份 2,670,38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0％，此部分股份的股东名称为“太平洋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有多名股东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一致，因此在以上表格中视为同一排

名，后续股东依次列上，从而造成股东数多于 10 名。 

（3）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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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5,170.25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46.74%；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净利润750.72万元，同比上升26.44%。 

一、采取积极稳健的市场策略，优化客户资源 

近年来，电磁线的中低端市场竞争激烈，部分低端产品的利润空间被挤压所剩无几，目

标客户也主要集中在一些传统的、小规模的生产厂家，产生坏帐、呆帐的风险很大。鉴于此，

公司一直致力于稳健的市场策略，利用自身的技术、人才、资金等方面的优势，不断优化客

户的结构，在提升目标市场产品附加值的同时，也极大地降低了运营的风险。 

报告期内，核心产品换位铝导线对外销量与上年同期相比基本持平；换位铜导线紧紧抓

住500kV及以上电压的市场机会，成功进入中国西电等几家国内大型变压器生产厂家的供应

商名单，产品销量出现较大增长，为优化客户资源的策略提供了条件和空间。2015年12月，

子公司正能电气成功中标国家电网公司锡盟—泰州、上海庙—山东±800kV特高压直流输电工

程电抗器招标，带动了经纬电材换位铝导线产能提升和对内销售，正能电气的中标产品正在

有序生产之中，下半年将陆续交付给客户。 

二、电抗器产品市场再获突破，生产组织有序展开 

报告期内，子公司正能电气再传喜讯，公司成功中标“国家电网公司2016年昌吉—古泉

±1100kV特高压直流工程第一批设备招标-电抗器（招标编号0711-16OTL02812003）”的项目

招标，其中电压等级为DC150kV的平波电抗器5台，电压等级为DC1100kV的平波电抗器4台，

中标总金额为8000余万元。昌吉—古泉±1100kV特高压直流工程是我国及世界迄今电压等级

最高的直流输变电项目，经纬电材在2012年就被国家电网公司列为国家级科研项目“国家能源

±1100千伏特高压直流技术研发能力建设”研发单位之一，承担 “±1100千伏换流变压器用电磁

线研制项目”的研制工作，是项目中唯一从事电磁线研发、生产的企业。本次正能电气电抗器

产品中标国内首条±1100kV特高压直流工程，标志着公司在±1100kV领域具备了最先进的铜芯

电磁线、铝芯电磁线、电抗器整体的设计和生产能力。 

报告期内，正能电气在组织锡盟—泰州、上海庙—山东±800kV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电抗

器生产的同时，还完成了昌吉—古泉±1100kV特高压直流工程电抗器的技术设计方案，通过

了国家电网组织的设计冻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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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技术研发，提升产品综合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超/特高压电力设备领域，有计划、有目标、分步骤地持续开展技术

研发工作。针对电抗器国际现有的技术状态，公司研发部门将噪音小、损耗低、抗短路电流

冲击能力强、温升低作为电抗器的研发方向；同时公司发挥产品上下游的协同效应，将电磁

线的研发方向与电抗器统一协调，以更有效地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获授国家专利8项，其中发明专利1项，实用新型专利7项；新申请被受理

专利6项，其中发明专利3项，实用新型专利3项。 

（2）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的构成 

占比 10%以上的产品或服务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分产品或服务 

铜产品 206,743,773.44 188,157,015.81 8.99% 7.86% 4.07% 3.31% 

铝产品 47,026,896.26 36,266,817.24 22.88% 0.26% 3.57%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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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

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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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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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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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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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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经纬电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8 月 26 日 


	1、重要提示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会计数据
	（2）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3）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3）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的构成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5）报告期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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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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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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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