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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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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18年半年度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西电 60117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田喜民 谢黎 

电话 029-88832083 029-88832083 

办公地址 西安市高新区唐兴路7号A座 西安市高新区唐兴路7号A座 

电子信箱 dsh@xd.com.cn dsh@xd.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32,923,332,306.94 33,697,605,009.59 -2.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9,331,044,510.91 19,332,307,431.27 -0.01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347,482,185.74 -177,974,007.95 不适用 



营业收入 5,718,853,831.73 6,146,865,938.17 -6.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54,430,487.72 594,285,800.20 -57.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00,668,046.48 559,994,591.55 -64.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313 3.109 减少1.79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50 0.116 -56.9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46,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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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中国西电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51.29 2,628,872,572 0 无 0 

GE Smallworld(Singapore) 

Pte Ltd. 

境外法

人 

15.00 768,882,352 0 无 0 

陕西省华秦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

人 

2.44 125,025,486 0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2.33 119,284,274 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

人 

1.05 53,831,400 0 未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

人 

0.53 27,026,845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嘉实新机遇灵活配置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未知 0.31 15,914,711 0 未知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

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3 15,446,300 0 未知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

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未知 0.3 15,446,300 0 未知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 未知 0.3 15,446,300 0 未知   



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

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3 15,446,300 0 未知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

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3 15,446,300 0 未知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

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3 15,446,300 0 未知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

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3 15,446,300 0 未知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

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3 15,446,300 0 未知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

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3 15,446,300 0 未知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

－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未知 0.3 15,446,3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除已知中国西电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无关

联关系和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外，不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项目产品收入同比下降，常规产品价格有所下降，原材料价格上涨，使

企业赢利空间受到冲击，产品毛利率下降，公司经济效益有所下滑。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 57.19亿元，同比减少 4.28亿元，降幅 6.9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4亿元，

同比减少 3.4亿元，降幅 57.19%。 

面对复杂多变的经营环境和艰巨的发展任务，公司加强科技创新，积极开拓市场，深化企业

改革，全力推进精益管理，确保公司持续稳步发展。报告期内，重点开展以下工作： 



一是积极开拓市场，主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各子企业积极对接用户，主动开展走访、

合作，在网外、海外及新领域、新市场取得显著成效。海外制造基地建设取得长足进展，西电埃

及 500 千伏超高压变压器生产线顺利投产，被埃及国家电力与可再生能源部部长赞誉“有力的助

推埃及电力革命”；西电印尼出产的 17台 500千伏电力变压器一次性通过产品型式试验和出厂试

验，其中 250MVA/500kV 三相电力变压器成为印尼本国生产制造的 500千伏电压等级中单台容量最

大的变压器。 

二是科技创新取得新成绩。公司多项重大新产品通过国家级技术鉴定，其中“±1100kV直流

环氧芯体 SF6气体复合绝缘穿墙套管”等 10个产品技术水平达到国际领先，承担的国家 863项目

“面向新能源发电的超导储能-限流系统研制和并网运行”等 4个项目技术水平达到国际先进。国

际化认证顺利推进。上半年，公司拥有有效专利较上年度同期增加 77件，其中发明专利较上年同

期增加 59件，新产品产值率为 44.54%，同比上升 4.28个百分点。 

三是深化改革各项工作顺利推进。以国企改革 1+N 系列文件为指导，制定公司年度深化改革

专项工作计划，多措并举狠抓落实。完成国资委深化改革“双百行动”企业申报，提前谋划相关

企业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的制定和交流研讨。积极稳妥推进压减工作；落实“一企一策”业绩考核

机制，突出企业经营成果考核，加大对年度重点工作的监督力度；发挥考核的针对性和导向作用，

结合市场营销、新业务拓展、军民融合等重大项目，制定市场订货单项奖励办法；出台季度业绩

考核监控办法，强化月度、季度过程性监督，实施季度预警。 

四是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精神，持续推进质

量问题双归零方法的深化运用，扎实推进班组质量管理基础建设、创新质量文化建设，组织召开

第十五届 QC成果暨质量信得过班组发布会，全面提升质量保障能力。 

五是围绕高质量发展目标，以查找问题、补齐短板为主导，系统策划，协同推进各领域精益

管理工作。建设工位制、节拍化、连续流单元产线近 80 条，建设精益车间 20 个，精益班组 140

个，有效促进精益思想在企业各层级的落地实践。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