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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12                           证券简称：永福股份                           公告编号：2018-044 

福建永福电力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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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福股份 股票代码 3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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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庆议 吴轶群 

办公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上街镇海西科技园高

新大道 3 号 

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上街镇海西科技园高

新大道 3 号 

电话 0591-86124969 0591-86124969 

电子信箱 yfdb@fjyongfu.com yfdb@fjyongf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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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932,107.81 264,370,236.60 13.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8,252,321.83 37,340,197.40 2.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37,959,869.34 34,924,357.60 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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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3,408,709.55 43,300,866.67 -338.8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31 0.3554 -23.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31 0.3554 -23.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1% 8.52%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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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4,162,749.56 1,202,239,854.29 6.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94,642,738.10 870,398,416.27 2.7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9,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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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州博宏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98% 41,995,950 41,995,950 质押 2,500,000 

福州永福恒诚投

资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43% 34,216,716 34,216,716   

福建省平潭卓成

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46% 7,650,000 7,650,000   

中国-比利时直

接股权投资基金 
国有法人 4.85% 6,800,034 6,800,034   

青岛汉缆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1% 4,080,000 4,080,000   

福建省永福博发

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9% 3,483,300 3,483,300   

林文丹 境内自然人 2.21% 3,100,000 3,060,000   

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领慧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8% 3,060,000 3,060,000   

林华明 境内自然人 0.51% 715,900 714,000   

吴肖根 境内自然人 0.15% 203,4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报告期内，福州博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福州永福恒诚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和福建省

永福博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所控制，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李亚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21,500 股以外，还通过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4,1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45,600 股。公司股东宋红军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以外，还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 125,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25,000 股。公司股东文川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45,600 股以外，还通过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7,7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1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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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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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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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我国GDP同比增长6.8%，在宏观经济向好等因素拉动下，全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9.4%，全国基建新增发电生产能力5211万千瓦，电力供应能力持续增强。随着国家持续推动能源生产和利

用方式变革，调整优化能源结构，电力工业不断向结构优化、资源节约化的方向迈进。国家扎实稳健实施

“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推进电力装备、技术、标准和工程服务国际合作。 

公司管理层在董事会的领导下紧密围绕公司发展战略和年度经营计划开展工作，积极应对国内外经济

新形势和行业竞争态势，逐步推进业务结构转型，优化组织架构，提升盈利能力，确保主营业务稳定增长；

持续不断地推进新技术研发，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培育新的业务增长点。 

（一）公司经营业绩保持稳定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9,893.2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3.07%；营业利润4,562.25万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5.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3,825.2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44%。  

（二）契合国家和地方能源投资政策，逐步推进业务结构转型 

1、 勘察设计（含规划咨询）业务 

公司紧跟国家和地方能源投资政策，在稳定发展高压、特高压业务的基础上，重点发展智能配电网、

清洁能源和新能源发电业务。 

电网方面，受益于国家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配电网建设改造行动计划（2015-2020

年）等相关政策的实施，报告期内，公司高压业务收入保持在高位，受国家电网特高压建设放缓和部分特

高压项目建设周期长等因素影响，上半年特高压收入明显下降；在智能配电网方面，公司重点在配电网新

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等领域加大研发力度，努力成为福建省的智能配电网领域的技术引领者，

持续提升公司在该领域的核心竞争力，配网业务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实现营业收入1,328.18万元，同比增

长17.38%。 

在清洁能源和新能源方面，2018年上半年公司实现清洁能源和新能源业务收入3,395.00万元，同比增

长17.02%；其中海上风电业务实现收入1,456.16万元，占公司清洁能源和新能源勘测设计收入42.89 %，随

着国家沿海海上风电建设的大力推进，预计2018年清洁能源和新能源业务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 

2、 EPC工程总承包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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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大力推进工程总承包的新形势下，公司快速发展EPC工程总承包业务，积极发展国内新能源、

火电环保技改和高压输变电用户项目工程总承包业务,截止2018年7月底，公司中标EPC总承包合同额3.85

亿元，并积极向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布局，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业务收入 18,334.17万元，同

比增长28.48 %。 

（三）优化组织架构，提升盈利能力 

根据业务分工对公司组织架构进行调整，设立事业部。明确各事业部的职责，形成各事业部生产-经营

一体化、设计-总包一体化的管理模式，优化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管理流程和管理界面。同时，给事业部更大

的自主权，使各事业部的责、权、利高度统一，最大限度激发员工积极性，提高公司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

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四）加大技术研发投入，提升核心技术竞争力 

1、强化产学研结合 

报告期内，公司在获得福建省科学技术厅的“福建省电力设计企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基础上申报福

建省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创新实践基地，将进一步提升公司创新研发能力和技术影响力，促进公司吸引高

端技术人才。 

2、 发电技术研发 

在发电技术方面，成立海上风电研发中心，积极开展海上风电关键技术研发，通过产学研相结合着力

突破海上风电桩基、施工、机组、检测、运维等全产业链关键技术，逐步形成公司海上风电的核心技术；

掌握多波束测深系统与星战差分技术相结合的实时定位测量技术，以及开展浅地层剖面探测技术研究，提

升近海海上风电的勘察能力；同时，继续开展燃气电厂以及清洁能源和新能源核心技术的研发。 

3、 电网技术研发 

在电网技术方面，加大新技术研发投入，总结提升电网设计技术；开展“η”型结构GIS设备新型配电装

置、智能变电站IEC61850全模型及二次回路可视化研究等项目的研发，持续开展标准化设计；在配电网智

能化、五防差异化、防灾减灾、增量配电网接入方案、标准化等方面加大研究力度，开展配电网杆塔基础

机械化施工工艺和架空线路开关架模块化组装方案的研发，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在福建省内的技术优势。 

4、 数字化设计技术研发 

公司成立数字化技术研发部，以实现公司全业务、全专业、全过程数字化三维协同设计和工程数字化

产品在全生命周期管理的应用为目标，跟踪最新的数字化技术发展趋势，开展智能运维、全过程数字化、

存量系统再数字化、基于物联网的信息化等数字化技术研究，快速培育电力能源数字化、信息化等新兴技

术。 

5、 海外工程勘察设计能力提升 

提高海外工程勘察设计能力。深入研究国外项目执行程序、国际标准及国际惯例，加强与海外经验丰

富的咨询公司合作，实质性推进设计成品国际化，总结在伊朗、马来西亚、菲律宾、孟加拉和伊拉克等国

家正在执行的海外项目勘察设计经验，全面提升海外业务执行能力，紧跟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促进海外

业务开拓。 

（五）储备前瞻性技术，培育新的业务增长点 

公司成立智慧能源研发部，跟踪智慧能源新技术的发展方向，积极开展多能互补、新能源微电网、储

能、智能充电站等智慧能源领域新技术的研究，为公司培育新的业务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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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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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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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设福建永福新能电力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暂未到资），营业范围：对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业的投资；新能源技术的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火力发电；热电联产；水力发电；核力发电；风力发电；太阳能

发电；生物质能发电；海洋能发电；废料发电；电力供应；电气设备批发；先进电力电子装置销售；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

销售；储能装置材料及器材研发；储能装置及其管理系统研发；动力与电力工程研究服务；能源科学技术研究服务；设计管

理与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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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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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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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