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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517                                        公司简称：置信电气 

 

上海置信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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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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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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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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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信电气 60051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牛希红 仲华 

电话 021-52311588 021-52311588 

办公地址 上海市天山西路588号 上海市天山西路588号 

电子信箱 600517@sgepri.sgcc.com.cn 600517@sgepri.sgcc.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9,159,267,486.52 8,959,345,510.59 2.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372,377,672.78 3,507,536,887.36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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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18,246,872.82 -371,867,896.27 不适用 

营业收入 2,615,580,054.15 2,968,603,126.71 -11.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8,265,958.87 200,089,321.25 -65.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8,806,475.44 169,566,351.77 -71.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3 6.12 减少4.1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15 -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15 -66.67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6,58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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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股份数量 

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 国有法人 31.57 428,138,981 111,645,533 无   

上海置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33 207,857,842 0 无   

上海置信电气工程安装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16 97,069,509 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

周期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99 26,996,724 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未知 1.91 25,902,300 0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逆向

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33 17,996,652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

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未知 0.56 7,528,050 0 未知   

安泰创业投资（深圳）有限公司 未知 0.52 7,020,000 0 未知   

姚佑国 未知 0.40 5,444,800 0 未知   

吴钦亮 未知 0.37 4,977,7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上海置信（集团）有限公司是上海置信电气工程安

装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为 100%。2、除上述关

联关系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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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7年上半年，公司始终坚持“低碳、节能、环保、创新”的发展定位，各项工作进展平稳

有序。公司再获“上海市文明单位”，获“第四批上海市企业文化建设示范基地”称号、“上海企

业创新文化优秀品牌”。武汉南瑞获“2015-2016 年度湖北省文明单位”、再次当选武汉智能电网

联盟理事长。无功补偿方法学通过联合国 CDM EB（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批准, 置信碳资产

在国内率先推出绿色供应链业务。置信节能/电建开展绿色工厂示范项目建设，创新商业模式，打

造新的业务增长点。湖南银星节能改造项目获第九届上海节能产业年会“最佳节能案例奖”。置信

电服获中国计量认证 CMA证书，具备第三方检测能力。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工作情况如下： 

 

产业布局扎实推进 

报告期内，布局低碳节能领域、配电网家族等产业、技术、产品发展新方向，积极推动传统

产品升级改造与新产品研发，实现产品差异化、系列化。绿色工厂试点一期的谷电蓄热项目进入

热负荷试运行、分布式能源建设项目进入实施阶段。配电网家族产品整体包装及市场推广项目，

正分步推进实施。110 千伏、220 千伏干式变压器套管通过型式试验，110千伏油气套管、GIS套

管在蒙西首次挂网运行，完成 35 千伏、66 千伏穿墙套管生产；成立智慧光谷建设工作小组，推

动左岭能源互联网项目；完成山西赵庄、盘城岭、王坡瓦斯发电项目建设；完成大数据中心主体

工程建设，初步形成输变电运维一体化展示中心。 

 

科研能力持续增强 

报告期内，完成碳交易服务平台研发，开发出 ZW32型一二次融合柱上断路器、X-T31型智能

配变终端样机，完成无源无线配变运行状态在线监测装置的预研及设计。10kV 少维护真空有载调

压配电变压器在安徽电网挂网试运行；新一代非晶变 S(B)H17 型多型号样机通过型式试验。完成

10kV单杆小容量配电台变压器设计及预装。完成“远距离、长航时”自动避障特种无人机、电缆

通道巡检机器人研制；完成基于新型物联网技术的 RFID 应用产品开发；110千伏、22O千伏输电

线路雷击闪络限制器通过中电联新产品鉴定；新一代移动变电站通过中国电机工程学会鉴定，总

体达国际领先水平；完成 35-500千伏电站支柱复合绝缘子开发并投产销售；完成 1000 千伏复合

材料横担产品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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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完成三相油浸式非晶合金立体卷铁心配电变压器团体标准；参与主编 10kV少维护有载调

压配电变压器团体标准；参与制订国家标准 GB/T 32825-2016《三相干式立体卷铁心配电变压器

技术参数和要求》。牵头编制国家电网公司“智能运检白皮书（输电部分）”，支撑三大直流九省雷

电预警系统推广实施工作；完成全国电气设备状态检修工作委员会、光谷智慧能源标准联盟专家

委员会筹备。 

上半年，公司获省部级科技奖励 1项，成功申报 2017年度上海市节能产品 6项，申报质保生

产许可 20个。制修订国家、行业标准、团体标准 7项，发布电力行业标准 2项；6项成果通过中

国电机工程学会鉴定，其中 3项整体国际领先。 

 

市场营销稳中有进 

报告期内，强化市场支撑服务、重点区域统筹功能。推行区域营销负责制，发挥产业单位区

域营销“桥头堡”作用。中标郑万铁路项目，实现高铁行业突破。立体卷铁心变压器产品在北京

“煤改电”项目落地。加强军工等重点行业市场的准入资质建设。中标江苏、安徽、甘肃等省电

力公司碳市场应对及碳资产管理策略研究项目，承办国家人社部第四届“碳管理师”培训。签订

仪征市区路灯二期、嘉兴恒洋热电、湖南中源钢铁等节能改造项目；首次中标新疆、江苏省公司

电力工程设计项目；连续中标苏州居配工程设计施工项目；签订上海充电桩建设工程，实现充电

桩建设施工业绩突破。中标江苏高电压等级带电检测、安徽 35kV主变相关配网设备维修项目、鄂

东配电网改造、国网阳光扶贫秭归项目；中标国内首套“高干热典型环境实验室”、智能化冲击耐

压试验车项目；首次中标特高压智能巡检机器人、输电线路雷击闪络限制器等一批新产品。双凤、

陆关等一批输变电工程项目落地；张家口新能源示范工程两项微网项目获能源局审批，中标德州

市光明电力公司智能仓储系统。避雷器产品首次出口泰国，复合绝缘子产品首次挂网印尼和澳大

利亚。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的材料价格变动幅度较大，其中铜材从 2016年 8 月至 2017年 6月，

价格上涨 32%；变压器油从 2016年 1月至 2017年 6月，价格上涨 4.50%；变压器油箱从 2016年

1月至 2017年 6月，价格上涨 19.38%。主要产品销售价格变动趋于平缓。核心客户对产品质量尤

其是抗突发短路要求进一步提高，使工效水平降低，间接增加了生产成本。 

公司碳资产主要分布在北京环境交易所及天津排放权交易所。2017 年 6 月 30 日，北京环境

交易所碳资产单价为 50.33 元/吨，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碳资产单价为 11.10 元/吨，相比 2016 年

12月 31日碳资产单价分别下跌 9.15%、26.25%。报告期内，由于碳资产价格变动，导致交易性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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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产公允价值相比年初减少 2,125.82万元。 

综合以上多方面影响，2017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6.16亿元，同比下降 11.89%，归属

于母公司净利润 6,826.60万元，同比下降 65.88%，每股收益 0.05元。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7年 5月 10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号 ），

适用于 2017年 1月 1日起发生的相关交易。根据该规定，本公司执行该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序号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及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 

1 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

独列报“其他收益”项目，计入其他收

益的政府补助在该项目中反映。 

其他收益、营业外收入 将营业外收入中符合

要求的 13,317,680.47

元调入其他收益。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张建伟 

上海置信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8月 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