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 5 

证券代码：002028                    证券简称：思源电气                      公告编号：2017-047 

思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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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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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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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孝棠 独立董事 因工作原因 秦正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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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源电气 股票代码 00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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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林凌 

办公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华宁路 3399号 

电话 021-61610958 

电子信箱 IR@SIEYUAN.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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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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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871,938,668.73 1,694,121,382.94 10.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4,932,625.09 144,484,925.43 0.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04,915,099.84 113,805,270.99 -7.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0,170,820.95 -356,590,022.24 60.6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9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9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0% 3.66%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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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33,151,086.67 6,460,221,490.92 -0.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275,060,541.98 4,196,967,249.04 1.8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4,15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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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增平 境内自然人 17.99% 136,797,820 102,598,364   

陈邦栋 境内自然人 13.21% 100,398,040 75,298,529   

李霞 境内自然人 5.00% 38,010,415 0   

陈颖翱 境内自然人 4.86% 36,984,094 0   

上海承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65% 35,346,263 0 质押 9,024,192 

冯美娟 境内自然人 4.20% 31,911,119 0   

杨小强 境内自然人 3.35% 25,463,791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04% 23,111,760 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苍穹 6号单一

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6% 9,609,945 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0% 7,577,280 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0% 7,577,280 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0% 7,577,280 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0% 7,577,28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上述自然人股东李霞、董增平、杨小强、陈邦栋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杨小强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5,439,791股外，还通过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4,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5,463,791股。 



思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 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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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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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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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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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否 

2017年上半年，思源电气全面贯彻落实年度股东大会的决策部署，围绕年度目标及任务，持续坚持以

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积极开拓市场，深化内部管理，提升产品质量，公司各项工作基本达成了半年度

的预期的目标。2017年上半年，公司新增合同订单27.27亿元（含税），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19.19%；实

现营业收入18.72亿元，同比增加10.50%；实现净利润14,493万元，同比增加0.31%。 

公司积极开拓国内新市场、新业务,在国家电网的一、二次设备集成招标中实现常态化中标，在配网

市场业务大幅提升；在南方电网服务大修业务增长迅猛。大力拓展海外市场，乘国家“一带一路”东风，

借道各大总包海外发电、输配电总包业务公司，实现出口业务的快速提升。报告期内公司订单稳步增长，

新增合同订单27.27亿元（含税），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19.19%。 

上半年，公司继续加强国际市场开拓，电容器产品在土耳其取得突破、SVG产品在印度市场取得突破；

上半年海外单机合同额1.93亿人民币，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6%；海外EPC上半年签订合同4.1亿人民币，

与去年同期实现较大幅度增长；EPC执行项目共15个，目前进展顺利。 

公司积极开拓柔性输电、智能变电站、配网、新能源汽车等业务。报告期内，公司的柔性高压直流断

路器、高压串补、紫外成像仪、配电自动化、充电桩等新业务或新产品均取得了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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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围绕“提升质量、降低成本、敏捷交付、优质服务”四个重要基本着力点，以计

划、采购、生产、物流为主要业务改进点；同时继续提升公司质量管理平台对业务的支撑能力，推进ISO9000

的升版工作；为了更好服务客户，引入国际知名第三方企业进行全流程的客户满意度调查，并依据调查结

果改进不足以期提升客户满意度。 

公司积极推进业务与人力资源一体化建设，优化组织架构，加强组织能力建设；通过平衡计分卡管理

工具有效进行组织绩效分解，实现公司战略落地；进一步加强任职资格、岗位聘用及岗位动态管理工作，

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大力推进项目经理、系统工程师任职资格建设及培养，逐步建立复合型关键岗位“之”

字型横向发展机制；基于公司战略和任职资格要求逐步建立培训课程体系，有效牵引员工成长；通过核心

价值观梳理及企业文化宣贯传承、“四敢一勇”干部行为标准制定，改善组织氛围、提升员工敬业度、加

强干部队伍建设，打造高绩效团队。 

2017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8.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10.50%。其中，开关类产品是公

司收入占比最大的产品，实现营业收入9.98亿元，同比增长8.53%。无功补偿类产品增长态势良好，同比

增长16.45%。但是，受市场竞争影响，线圈类产品及智能设备类产品较上年同期略有下降。在销售区域上，

来自国内营业收入为16.27亿元，同比增长了6.86%，其中来自华南地区、东北地区和西南地区的营业收入

也有较好的增长，分别增长了92.19%、50.58%和28.36%。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上半年来自海外市场

的营业收入取得了较大幅度增长，同比增长了42.79%，在海外市场实现营业收入2.45亿元。 

虽然受市场竞争影响，产品单价持续走低。公司一方面通过加强供应链管理，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

另一方面通过优化设计，不断推出新产品，提升产品附加值。2017年上半年公司产品整体毛利率为33.80%，

较去年同期上升0.23个百分点。其中，开关类产品毛利率30.37%，较去年同期下降2.56个百分点。线圈类

产品实现营业收入3.14亿元，毛利率36.77%，较去年同期上升3.31个百分点。无功补偿类产品实现营业收

入2.98亿元，毛利率27.24%，较去年同期下降0.14个百分点。智能设备类产品实现营业收入1.56亿元，毛

利率46.18%，较去年同期上升5.58个百分点。 

报告期末公司存货账面价值10.12亿元，较年初增加22.49%；其中原材料2.35亿元，较年初增加15.37%。

库存商品1.85亿元，较年初增加37.38%。工程施工1.13亿元，较年初增加263.29%。公司充分考虑了市场

环境因素的影响，采用了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累计计提了536.53万元存货

跌价准备。 

期末公司商誉原值为6,218万元，累计计提的商誉减值准备为2,440万元，商誉净值为3,778万元，占

公司净资产比重为0.88%。报告期内没有计提商誉减值。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与上年同期同比变动情况（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871,938,668.73 1,694,121,382.94 10.50% 收入增长 

营业成本 1,239,250,235.84 1,125,440,218.26 10.11% 收入增长、产品毛利率与去年基本持平 

销售费用 254,719,551.06 222,941,340.24 14.25% 加大市场开拓力度 

管理费用 223,882,965.19 177,891,411.14 25.85% 主要是研发投入增加 

财务费用 11,790,228.18 -2,557,451.93 561.01% 报告期内汇兑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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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费用 18,938,150.23 24,792,621.19 -23.61% 利润总额较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研发投入 146,757,889.30 118,410,371.77 23.94% 公司增加研发投入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0,170,820.95 -356,590,022.24 60.69% 主要是公司加强货款管理，回款同比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779,798.00 95,961,259.59 -129.99% 主要是报告期内投资银行理财产品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346,597.50 -175,159,212.40 57.55% 主要是报告期内对外权益分派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56,547,699.22 -432,520,502.50 40.69% 主要是公司加强货款管理，回款同比增加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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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四、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对 2017 年 1-9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 年 1-9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7年 1-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0.00% 至 30.00% 

2017年 1-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23,811 至 30,954 

2016年 1-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23,81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初步预计销售收入稳定增长，导致公司净利润相应增加。   

公司声明：由于公司收入确认受客户工程进度影响较多，收入确认存在有不确定因素，这个因素可

能会导致公司实际销售收入与目前预测有差异，另外业绩能否实现还取决于市场状况变化、经营团

队的努力程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存在不确定因素，请投资者注意。 

 

思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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