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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17                               证券简称：安靠智电                        公告编号：2017-073 

江苏安靠智能输电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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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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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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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靠智电 股票代码 30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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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沙庆 李莉 

办公地址 江苏省溧阳市天目湖大道 100 号 江苏省溧阳市天目湖大道 100 号 

电话 0519-87983616 0519-87983616 

电子信箱 ankura01@ankura.com.cn ankura01@ankura.com.cn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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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48,359,236.19 147,248,305.88 0.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9,166,520.27 38,350,691.82 2.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37,541,468.52 37,641,543.99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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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后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521,556.59 36,311,332.73 -79.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409 0.7670 -16.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409 0.7670 -16.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94% 11.31%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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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7,452,001.12 613,496,060.67 52.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72,152,377.57 392,375,657.30 96.7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6,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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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晓晖 境内自然人 28.50% 19,000,000 19,000,000 质押 5,000,000 

陈晓凌 境内自然人 27.30% 18,200,000 18,200,000   

陈晓鸣 境内自然人 5.25% 3,500,000 3,500,000   

建创能鑫（天津）

创业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25% 3,500,000 3,500,000   

唐虎林 境内自然人 3.00% 2,000,000 2,000,000   

姜仁旭 境内自然人 3.00% 2,000,000 2,000,000   

芜湖卓辉增益投

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0% 1,000,000 1,000,000   

中国国际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其他 1.04% 672,496    

张伟 境内自然人 0.75% 500,000 500,000   

周敏 境内自然人 0.45% 300,000 3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陈晓晖、陈晓凌和陈晓鸣为三兄弟，是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公司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公司股东王自华通过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88800 股；公司股东黄清城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2900 股，通

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0300 股；公司股东郝建堂通

过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7200 股；公司股东徐建兰通

过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6100 股；公司股东洪志

权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22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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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安靠智能输电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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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五”以来，电网投资规模持续提升。2016年，我国电网建设高歌猛进，迎来了新一轮高峰。来自国

家能源局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电网工程建设完成投资5426亿元，同比增长16.9%，为2010年以来最快

增速。2017年上半年，电网投资继续保持稳定，行业的快速发展给地下输电领域带来巨大的机遇，也为公

司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动力。报告期内，借助上市机遇，在公司董事会的积极领导下，公司凭借行业领

先的品牌、管理及技术优势，实现业绩稳定增长。 

1、收入与盈利能力基本保持稳定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835.9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0.75%；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3,916.6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13%。 

2、产品结构不断优化，高电压等级产品销售占比不断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220kV、330kV-500kV产品营业收入分别较去同期上升62.13%、81.78%，高电压等级

产品代表电力装备制造更高的生产力水平,公司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 

3、管理水平不断提升，运营效率显著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完善内控建设，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多项管理制度，公司在规范治理、

制衡决策和监督管理方面更进一步。公司加强体系建设，进一步强化绩效考核制度，激发了全体员工的创

新激情和工作热情。 

4、募投项目持续推进，研发投入持续增长，技术实力不断提升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总投资额为35,394.42万元，拟用募集资金29,394.42万元，主要投资于电缆连接

件及GIL扩建项目。截止2017年6月30日，公司募投项目累计已投入资金19,269.81万元，项目正在有序推进

中。电力电缆连接件和GIL扩建项目的顺利实施，能优化公司产品结构，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项目达

产后，可进一步增加公司的销售收入，提高公司的净利润水平，经济效益显著。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565.29万元，较去年同期上升21.48%，公司GIL技术研发实力不断提升，新

增多项专利。2017年3月，公司自主研发的“GIS/GIL搅拌摩擦焊壳体”通过了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组织的产

品新技术鉴定，公司研发、生产的GIS/GIL搅拌摩擦焊壳体符合我国电力建设发展的需求。搅拌摩擦焊接

具有接头缺陷少、质量高、变形小，以及焊接过程绿色、无污染等显著优点。 

     受益于电网建设快速增长和配电网投资提速，高压、超高压电缆连接件产品及GIL产品需求广阔。公

司将依托募投项目的新增产能，积极拓展新领域新市场，给业绩带来新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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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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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