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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06           证券简称：大连电瓷              公告编号：2017-095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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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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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电瓷 股票代码 002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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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欣 王石 

办公地址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双 D 港辽河东路 88

号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双 D 港辽河东路 88

号 

电话 0411-84305686 0411-62272888 

电子信箱 zqb@insulators.cn wshi@insulator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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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72,452,007.72 375,087,106.87 -0.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8,863,523.50 43,926,842.87 -11.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4,012,502.11 40,368,776.51 -15.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9,586,821.84 47,685,474.25 3.9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22 -54.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22 -54.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7% 5.89% -1.32%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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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4,867,068.17 1,395,859,292.19 3.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60,966,075.43 847,828,206.08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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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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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阜宁稀土意隆磁材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06% 85,820,000 80,000,000 质押 85,820,000 

刘桂雪 境内自然人 8.01% 32,623,754 16,311,878   

前海开源基金－浦发银行－渤海

国际信托－渤海信托·煦沁聚和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4.31% 17,567,600    

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腾

翼投资 1 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2.05% 8,360,144    

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中国民

生信托·至信 254 号歆玥 1 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64% 6,702,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4% 5,443,200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粤财信

托－民生世杰柒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0.92% 3,731,612    

陈建策 境内自然人 0.60% 2,456,730    

林雅鸿 境内自然人 0.51% 2,058,200    

丁洁 境内自然人 0.50% 2,017,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陈建策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股份 2,456,73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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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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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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上半年，绝缘子行业形式趋于复杂，国内厂家价格竞争更为激烈，国际市场用户要求不断提高，公司经营压力

有所加大；年初开始，部分上游供应商的加工制造条件发生变化，导致公司生产用原主材料、金属附件等价格上涨，企业运

营成本有所提升。 

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公司及时调整策略：首先，通过销售方针的调整，在大项目竞标中打开局面，为全年业绩提供了

基础保障；同时，强化“苦练内功、降本增效”的年度方针，稳定生产过程合格率，确保产能利用率和质量水平。 

总体看，公司目标明确、应对及时，项目履约和执行均较为顺利，运营状况相对稳定。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7,245.2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0.7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86.35 万元，较

上年同期下降 11.53%；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为 144,486.71 万元，较年初增长 3.5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6,096.61 万元,较年初增长 1.55%。 

报告期公司重点开展如下工作：  

（一）资本运作方面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以来，公司一直寻求利用资本市场平台加速发展壮大。近两年，随着上市公司的提升方式、发

展途径越来越多，公司做大做强的意愿越发强烈，也开始考虑更大跨度的吸收并购模式。2017 年 6 月，经前期论证、考量，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议案》、《关于审议〈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这是公司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所确定的双主业运营构思，对此，公司与

标的企业紫博蓝确定了框架性、有条件合作意向，拟乘就互联网行业发展快车，助力企业发展。目前，公司正按照深交所要

求对相关事项深入落实。如项目实施顺利，未来，公司将形成以绝缘子研发制造、互联网数据营销服务为主的双轮驱动发展

模式。 

（二）市场开拓方面 

营销方面，公司全面深入分析绝缘子市场发展趋势，拓宽思维、广辟渠道。报告期内，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大环境下，公

司坚持市场导向原则，及时进行调整，其中：国内市场，公司大项目竞标中精心准备、统筹策划，年初在国网公司“昌吉-

古泉”±1100kV 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青州换流站、复奉线及锦苏线检修等工程线路材料绝缘子、临沂换流站-变电站工程流

标绝缘子集中招标活动中，中标金额约 28,600 万元，取得开门红；国际市场，公司积极扩大对外宣传，提升品牌形象，加

大与总包单沟通协作，利用“一带一路”政策机遇，积极打开销售门路。同时，根据不同国家日趋苛刻的产品要求，加强质量

控制工艺，有针对性的改善推广方式，逐步寻求建立个性化用户服务的经营思路。 

（三）管理提升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相继成立了上海瓷涔贸易有限公司、上海瓷惇贸易有限公司、瑞航（宁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大连电

瓷集团输变电材料有限公司；并收购了原控股子公司大莲电瓷其他自然人的股权，将其变更为全资子公司。为规范公司运营，

适应公司发展战略的需要，公司一方面将绝缘子主业下沉至大瓷材料，同时对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来优化公司管理流程，

提高公司管理效率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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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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为了规范相关会计处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财政部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通知》(财会[2017]13 号)，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施行。公司在编制

报表时采用了该准则。该准则实施对公司目前财务报表列报无实际影响。 

（2）2017 年 5 月，财政部发布了财会[2017]15 号文，对《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进行了修订。修订后

的准则将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并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采用未来适用法。本公司在编制财务报表时已采用修订后的

准则，其中：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

减相关成本费用。本公司按照新准则规定，将政府补助在利润表“其他收益”中列示，本年 1-6 月金额为 4,506,638.32，对去

年同期财务报表也进行调整，将政府补助 4,133,903.72 元从“营业外收入”中调整至“其他收益”中列示。 

（3）财政部于 2016 年 12 月 3 日发布了《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 号）。 

《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规定：全面试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名称调整为“税金及附加”科目，

该科目核算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教育费附加及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

税等相关税费；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项目。 

《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还明确要求“应交税费”科目下的“应交增值税”、“未交增值税”、“待抵扣进项税额”、“待认证进

项税额”、“增值税留抵税额”等明细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应根据情况，在资产负债表中的“其他流动资产”或“其他非流动资产”

项目列示；“应交税费——待转销项税额”等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应根据情况，在资产负债表中的“其他流动负债”或“其他非流

动负债”项目列示。 

本公司已根据《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及半年度报告披露要求，对于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之间发生的

交易由于该规定而影响的资产、负债和损益等财务报表列报项目金额进行了追溯调整，将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之间发生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和印花税等从“管理费用”调整至“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金额为

2,909,224.20 元。2016 年末本公司已将“预缴所得税”、“增值税留抵税额”两个明细科目重分类至“其他流动资产”项目中，金

额为 1,176,611.2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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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增加 4 户，其中：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上海瓷惇贸易有限公司 新设立 

瑞航(宁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立 

上海瓷涔贸易有限公司 新设立 

大连电瓷集团输变电材料有限公司 新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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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年投资设立子公司上海瓷惇贸易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0.00%，公司注册资本 5,000.00 万元，实缴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公司本年投资设立子公司瑞航(宁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0.00%，公司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实缴注册

资本 300.00 万元；公司本年投资设立子公司上海瓷涔贸易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0.00%，公司注册资本 10,000.00 万元，实

缴注册资本 0.00 万元，公司尚未生产经营；公司本年投资设立子公司大连电瓷集团输变电材料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0.00%，

公司注册资本 20,000.00 万元，实缴注册资本 0.00 万元，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尚未生产经营。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冠成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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