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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15                            证券简称：电科院                            公告编号：2018-048 

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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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没有任何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本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性提出异议声明。 

 

（3）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4）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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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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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科院 股票代码 30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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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怡倩  

办公地址 苏州市吴中区越溪前珠路 5 号  

电话 0512-68252194  

电子信箱 zqb@eet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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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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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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311,959.61 296,257,191.62 11.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2,249,358.90 51,043,086.60 2.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46,539,811.56 48,421,141.87 -3.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8,656,153.28 177,072,512.80 17.8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7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7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0% 2.6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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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9,705,212.53 3,792,102,957.21 2.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58,124,636.78 1,981,707,526.58 -1.1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7,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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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德霖 境内自然人 26.40% 200,205,633 150,154,225   

中国检验认证集

团测试技术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5.09% 190,250,000    

胡醇 境内自然人 8.44% 64,000,000  质押 16,000,000 

云南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云南信

托瑞气盈门 1 号

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1.95% 14,765,267    

王萍 境内自然人 1.19% 9,000,000  质押 9,000,000 

蔡桂英 境内自然人 1.05% 7,999,000  质押 7,998,999 

闫杰 境内自然人 0.25% 1,911,187    

邵伟 境内自然人 0.15% 1,121,60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0.13% 1,013,247    

徐丽云 境内自然人 0.13% 1,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胡德霖、胡醇系父子关系，是一致行动人。除上述情况外，未知公司其他

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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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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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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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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2,931.2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1.16%；营业利润6,179.99万元，

较去年同期减少9.11%；利润总额6,178.87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8.93%；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5,224.94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了2.36%。 

（一）公司2018年上半年度业绩较去年同期有所增长。 

公司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有所增长，较去年同期增加3,305.48万元，增长了11.16%；其中，母公

司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加3,167.57万元，增长了11.31%。 

成本支出方面，由于公司规模扩大，同时在检测基地建设中部分新购设备结转固定资产；且2017

年内，公司12kV直流试验系统、EMC电磁兼容项目全部、新能源试验系统等各工程、项目陆续完工

结转固定资产，本报告期折旧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了3,093.46万元，大幅增长了31.20%，公司营业成

本较去年同期增长了21.07%，财务费用较去年同期增长了38.96%，公司营业总成本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18.26%。 

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329,311,959.61 296,257,191.62  11.16% 主要系本期母公司营业

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11.31%，增加了3,167.57

万元 

营业成本 171,375,792.10 141,551,399.56  21.07% 主要系随着母公司各工

程、项目的推进及陆续建

成，折旧费用继续增长，

母公司营业成本较去年

同期增长了21.67% 

销售费用 2,235,605.94 3,624,117.21  -38.31% 主要系本期广告宣传费

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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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费用 66,087,361.25 60,448,311.49  9.33% 主要系人员工资等均较

去年同期增加 

财务费用 29,203,348.14 21,015,036.70  38.96% 主要系2017年度内公司

12kV直流试验系统、

EMC 电磁兼容项目全

部、新能源试验系统等工

程、项目陆续完工结转固

定资产，本报告期内前述

各项目原由银行等金融

机构筹资投入的资金所

需支付的利息不能再资

本化 

所得税费用 9,386,865.16 16,646,496.50  -43.61% 主要系本期按高新技术

企业标准，即15%缴纳企

业所得税；而2017年为公

司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复

审年，去年同期按25%预

交企业所得税 

研发投入 30,787,320.24  26,426,366.73 16.50% 主要系公司为保持行业

内竞争优势地位，持续对

检测技术的研发投入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08,656,153.28 177,072,512.80  17.84% 主要系公司本期收到的

检测费用等较去年同期

增加了1,385.47万元，增

长了4.47%；经营活动现

金流入较去年同期增长

了8.3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10,408,245.47 -88,091,140.81  25.33% 主要系本期公司为项目

建设购置的设备及基建

投入等较去年同期增长

7.17%；本期控股子公司

三方公司购买保本理财

1,600万元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3,108,641.64 46,928,578.49  -8.14% 主要系本期公司借款及

发行中期票据等收到的

现金较去年同期增加了

45,928.39万元，现金流入

较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了

92.04%；而本期借款偿

还额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119.35%导致现金流出

较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了
102.4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141,356,549.45 135,909,950.48  4.01% 主要系本期融资额较去

年同期增长，以及经营收

入的增加 

资产处置收益 0.00  456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公司未有资

产处置项目 

其他收益 6,856,037.34  3,726,038.76  84.00% 主要系本期公司获得的

各级政府补助等较上年

同期增加 

营业外收入 252,755.06  10,000.00  2427.55% 主要系本期获得了赔偿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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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外支出 263,947.10  156,746.57  68.39% 主要系本期缴纳的地方

基金较去年同期增加 

资产构成重大变动情况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末 比重增减 重大变动说明 

金额 占总资产比

例 

金额 占总资产比

例 

货币资金 651,072,033.82 16.70% 604,571,206.14 15.47% 1.23% 主要系公司经营收入持续增长 

应收账款 44,113,965.91 1.13% 32,033,497.48 0.82% 0.31% 主要系本期末尚未结算的应收款项增

加所致 

存货 1,350,761.11 0.03% 1,421,805.92 0.04% -0.01% 未发生重大变动 

投资性房地产  0.00% 0.00 0.00% 0.00% 不适用 

长期股权投资  0.00% 0.00 0.00% 0.00% 不适用 

固定资产 2,124,941,327.

40 

54.49% 1,958,877,331.7

7 

50.12% 4.37% 主要系2017下半年公司12kV直流试

验系统、EMC电磁兼容、新能源试验

系统等各工程、项目陆续全部完工结

转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720,281,687.02 18.47% 936,037,252.79 23.95% -5.48% 主要系2017下半年公司12kV直流试

验系统、EMC电磁兼容、新能源试验

系统等各工程、项目陆续全部完工由

在建工程结转固定资产 

短期借款 670,000,000.00 17.18% 872,000,000.00 22.31% -5.13% 主要系本期归还了银行短期借款 

长期借款 460,668,041.78 11.81% 380,003,114.31 9.72% 2.09% 系一年以上到期的长期借款增加，主

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取得由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姑苏支行牵头的固定资产

银团贷款7,500万元 

应收票据 4,739,673.08 0.12% 10,153,237.00 0.26% -0.14% 主要系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减少 

其他应收款 1,741,433.60 0.04% 5,485,522.82 0.14% -0.10% 主要系本期收回了2017年交纳的380

万元海关保证金 

长期待摊费用 6,806,157.32 0.17% 10,257,458.60 0.26% -0.09% 主要系历年装修费用的摊销 

应付票据 2,318,200.00 0.06% 21,868,815.20 0.56% -0.5% 主要系本报告期用承兑汇票方式的结

算减少 

应交税费 10,519,732.16 0.27% 17,516,347.66 0.45% -0.18% 主要系本期按高新技术企业标准，即

15%缴纳企业所得税；而2017年为公

司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复审年，去年同

期按25%预交企业所得税 

应付利息 10,083,627.87 0.26% 4,989,930.20 0.13% 0.13% 主要系增加了2.3亿中期票据利息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258,368,932.53 6.63% 433,192,112.50 11.08% -4.45% 主要系本期内归还了2.0亿中期票据 

递延所得税负债 0.00 0.00% 17,365.66 0.00% 0.00% 主要系本期内控股子公司三方公司固

定资产评估增值部分已摊销完毕 

 (二) 2018年上半年度，在各政府主管部门、董事会的领导，以及公司管理层和员工的共同努力

下，公司围绕整体发展战略，根据年度经营目标，推进各项工作。 

1、报告期内，公司全面完成各类检测任务，主要包括： 

公司承接并完成了来自国内外企业和机构如INTERTEK天祥、ABB、西门子、施耐德、通用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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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高压电气、库柏、TüV莱茵、TüV南德、中国船舶重工集团、中广核、国核自仪、中汽研汽车检

验中心（天津）、特变电工、河南森源、正泰电气、南瑞集团、现代重工、江苏电科电气、平高集团、

许继集团、江苏华辰变压器、上海天洲、杭州钱江电气、北京合纵、江苏双汇电力、山东泰开、重庆

望变电气、西安西电、河北天域、武汉中直电气、安徽鑫畅达轨道交通、上海拓及轨道交通、卡达克

机动车、武汉华威、明珠电气、如高高压、思源电力等委托的高压电器等检测任务。 

公司承接并完成了来自国内外企业和机构如西门子Siemens、通用电气、罗克韦尔Rockwell 、伊

顿、富士电机、大全集团、江苏辉能电气、天津保富、博耳（上海）电器开关、杭州之江、上海良信

电器、河南森源、中天宽带、上海飞洲、天水长城开关、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华东分所、

上海柘中、中骏电气、浙江天正、镇江西门子母线、江苏凯隆电器、华鹏集团、梅兰日兰、环宇集团、

北京北元电器、正泰、南瑞集团、UL美华等委托的低压电器委托检测、CCC低压电器元件、低压成

套开关设备等检测任务；以及美国UL委托的各类电器产品检验测试等。 

公司还承担了来自国家电网公司组织的变压器及开关柜专项抽检工作，承担了来自南方电网公

司、江苏省电力公司、浙江省电力公司、上海市电力公司、天津市电力公司、安徽省电力公司、四川

省电力公司、河北省电力公司、冀北电力公司、湖南省电力公司、新疆电力公司、青海省电力公司等

委托的高压开关柜、断路器、隔离开关、熔断器、电容器、避雷器、绝缘子、变压器、互感器、电抗

器、JP柜、低压开关柜、金具等产品的抽样检测任务。 

2、报告期内，公司检测能力持续提升，检测项目继续拓展和丰富，公司资质继续扩展，并继续

获得国际认可。 

2018年1月和5月，公司分别顺利通过了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

委员会CNAS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组织的国家实验室认可、资质认定、机构认定三合一扩项现场评

审和评审。在两次评审中，公司在已有能力范围的基础上又分别扩项9项和3项，涉及国家、行业及国

际标准共计32个；涵盖互感器、电抗器、低压电器、绝缘子和充电系统等各个领域。2018年4月和6月，

公司分别收到CNAS授予的认可决定书，正式通过了上述两次三合一扩项评审；认可决定书的签发日

期分别为2018年2月12日、2018年5月16日。2018年6月，公司在已有能力范围的基础上又变更41项，

涉及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国际标准41个；主要覆盖高压电器、变压器、架空导线、电容器、逆变器、

低压电器、电磁兼容、材料试验、灯具、充电系统、电池、防爆产品等领域；该认可决定书签发日期

为2018年6月7日。通过上述扩项评审，公司的资质得到了进一步扩展，检测能力的提高得到了进一步

确认，认可检测范围得以继续扩大。 

公司于2014年8月获得Intertek测试认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Intertek”）签发的ASTA认可实验室证

书，被Intertek认可为二级认可测试实验室；实验室认可证书签发日期为2014年7月1日，有效期至2018

年1月31日（具体请参见公司公告：2014-034）。经实验室评审，报告期内，公司获得了最新的ASTA

认可实验室证书，有效期至2021年10月31日。ASTA（短路检测联合会）为电力输配电设备及电气零

部件等产品提供安全认证和服务，为英国本土第三方认证实体，ASTA认证在国外市场被广泛接受。

ASTA机构于2007年并入并隶属于Intertek集团。Intertek是全球领先的质量和安全服务机构，服务涵盖

从审核、检验到测试、质量保证和认证，是很多国家或地区政府指定测试机构之一。公司为ASTA认

可实验室，可以在认可范围内为以获得ASTA认证为目的的相关产品开展相关检测工作，认可范围包

括变压器、高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等产品的型式试验。 

3、推进各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进程 

全面开展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的直流试验系统技术改造项目的建设。公司继续推进原各

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 1200kV 150kA特高压试验系统项目、电器环境气候实验室等均在有序建

设、完善中。 

4、加快已投产项目的市场开发 

报告期内，公司关注募集资金投资的高压及核电电器抗震性能试验系统项目以及2017年内陆续完

工的非募集资金投资的12kV直流试验系统项目、电磁兼容项目、新能源试验项目的市场开发。高压及

核电电器抗震性能试验系统项目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1.12%； 12kV直流试验系统项目、电磁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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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新能源试验系统项目在报告期内开展检测服务，共计贡献收入4,257.83万元。 

5、保护公司知识产权 

公司继续将专利和发明申报工作作为日常工作来抓，以保护公司的自主知识产权和维护公司的持

续创新机制。2018年上半年，电科院母公司新增“一种分离式测动作距离设备”、“一种新型的用于校

准变压器直流电阻测试仪的辅助接线盒”、“一种舰船用配电装置和控制装置的倾斜试验装置”、“一种

使用同轴电缆方式500kA动热稳定试验回路装置”等6项已获得专利权的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并新增

“一种智能监控配电箱”、“一种用于骚扰功率测量的测试装置”、“一种新型电阻式伴热器冷态弯曲试验

装置”等22项已受理的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 

6、获批认证机构，实现检测、认证一体化目标 

2018年1月，公司经国家认监委批准认可为认证机构。 经授权的认证业务范围如下：认证类别：

产品认证；认证领域：矿和矿物；电力、可燃气、水；电动机、发电机、发电成套设备和变压器；配

电和控制设备及其零件；绝缘电线和电缆；光缆。《认证机构批准书》颁发日期为2018年1月19日；

有效期至2024年1月19日。公司本为独立第三方检测机构，本次获批认证机构，公司的资质得到了进

一步扩展，实现了检测、认证一体化的目标，符合国际上的行业发展趋势，公司正逐步发展成为涵盖

认证、检测、环境及职业卫生领域的机构，与国际知名同行所涉领域趋同。预计将会极大地提高公司

在国内外检测领域的公信度和影响力；且预计将对公司开辟检测和认证业务市场产生一定积极影响。 

7、获批“苏州市自主品牌领军企业先进技术研究院” 

为了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自主品牌大企业和领军企业在全省创新格局中发挥引领性

作用，根据苏州市人民政府于2017年12月签发的苏府[2017]159号文，依据苏州市人民政府《市政府关

于印发苏州市鼓励自主品牌大企业与领军企业设立先进技术研究院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苏府[2017]56

号文）要求，经市政府审定，公司被批准列入首批苏州市自主品牌大企业和领军企业先进技术研究院

建设企业名单。公司一直坚持自主创新的道路，不断提高创新能力，本次获批苏州市自主品牌大企业

和领军企业先进技术研究院，今后公司将按照要求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有效集聚创新要素，不

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报告期内，公司获得“苏州市自主品牌领军企业先进技术研究院”授牌。 

市级财政将统筹各相关专项资金，设立“苏州市培育自主品牌大企业与领军企业先进技术研究院”

专项奖补资金，采取以奖代补的形式自2017年至2021年实行五年。各市（区）政府根据属地原则，每

年对本地区的先进技术研究院建设最高按研发投入的20%（最高2000万元）给予财政补助。未来，政

府主管部门将委托先进技术研究院建设工程专家咨询委员会每年对先进技术研究院规划实施和从发

明专利、国际专利、省级以上新产品、省部级以上项目、标准等方面对年度计划进行评估和考核。 

8、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管理水平 

公司自设立以来，一直高度重视服务质量的提升，持续加强质量管理，通过技术创新、质量管理

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按照 GB/T19580《卓越绩效评价准则》和 GB/Z19579《卓越绩效评价准则实

施指南》，实施卓越绩效模式管理。报告期内，公司获得2017年度苏州市质量管理优秀奖。公司将继

续坚定不移地坚持质量原则，提高质量管理水平，争取为股东和客户创造更大的价值，不断提升公司

在国内外市场的知名度和认可度，为公司持续、健康、平稳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为进一步拓宽公司融资渠道，公司拟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2018年7月，为了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拓宽公司融资渠道、改善公司融资和债务结构、

偿还金融机构借款以及补充公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公司拟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该事项已经2018年7

月27日召开的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公司债券规模拟不超过人民币七亿

元，拟仅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将在经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预审无异议及获得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一次发行或分期发行；期限不超过5年，可以为单一期限，也可为多

种期限的混和品种；由主承销商组织的承销团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具体募集资金用途由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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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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