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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66                           证券简称：浙富控股                           公告编号：2018-037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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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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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宝庆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何大安 

谢峰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李慧中 

陈学新 董事 因公出差 房振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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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富控股 股票代码 002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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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振武 李彩霞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绿汀路 21 号浙富控股大厦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绿汀路 21 号浙富控股大厦 

电话 0571-89939661 0571-89939661 

电子信箱 stock-dept@zhefu.cn stock-dept@zhef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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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9,961,847.54 535,927,519.73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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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3,714,752.02 51,444,084.86 23.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9,884,260.58 45,448,261.36 -12.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9,149,241.41 84,205,071.97 -312.7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22 0.026 23.8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22 0.026 23.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4% 1.73%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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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3,285,859.45 7,747,365,274.45 4.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172,449,008.35 3,079,326,229.97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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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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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毅 境内自然人 21.13% 418,164,484 313,623,363 质押 234,278,100 

西部信托有限公司－西部信

托·君景 6 号证券投资事务管

理类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2.84% 56,222,011 0   

应保良 境内自然人 2.78% 55,067,027 0 质押 50,510,000 

彭建义 境内自然人 1.66% 32,808,530 16,404,26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其他 1.34% 26,537,300 0   

朱建星 境内自然人 1.20% 23,755,124 0 质押 23,755,124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浙富控

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注 1】 
其他 1.03% 20,287,759 0   

傅友爱 境内自然人 0.72% 14,273,612 7,136,806   

余永清 境内自然人 0.68% 13,446,056 10,084,542   

鲍建江 境内自然人 0.56% 11,1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注 1：西藏信托有限公司－浙富控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孙毅先生通过信托计划持有公司股票 20,287,759 股。除上述情况外，公

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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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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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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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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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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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2016 年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16 浙富 01 112477 2019 年 11 月 11 日 5,000 4.50% 

（2）公司报告期末和上年末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45.67% 48.09% -2.42%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3.71 5.45 -3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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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复杂多变，国际贸易摩擦持续升温；国内宏观经济运行平稳，但在调结构去杠杆的背景下，

民营经济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公司继续专注于业务的转型升级，加大研发和海外市场的开拓力度，持续推进“大能源+互联网等新兴领域投资”的

发展战略和公司品牌、产品、技术的国际化进程。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2,996.18万元，同比下降1.1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371.48万元，同

比上升23.85%。 

（一）主营业务 

 1、水电业务  

在国内电力设备需求下滑的大趋势下，浙富水电苦练内功，加大研发力度。 

一方面，通过股权收购，与拥有雄厚技术力量和丰富经验的RAINPOWER HOLDING AS公司在设计、制造、项目、市场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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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进行深入合作，并深度参与冲击式水轮机的概念设计、模型试验等方面的工作。此次合作，也将对国内冲击式水轮机

技术的进步起到极大的促进和提升。 

其次，军品研发方面，浙富水电已于2018年6月取得了舰船（艇）电力推进装置的科研与生产许可证。 

  2、核电业务  

发展新能源是实现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核电作为低碳能源，是新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未来能源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公司成立以来，高度重视技术发展的储备与产出工作，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用于完善研发体系和制度，引进高素质人

才，以切实推动技术进步落到实处。 

（1）华都公司始终坚持品牌战略和精品工程，积极进行新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始终肩负致力于行业标准化发展的

使命。 

报告期内，由华都公司生产的“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示范工程福清5号机组和海外首堆卡拉奇K2机组的ML-B型控制棒

驱动机构通过出厂验收，并顺利出厂。 

用于“华龙一号”的ML-B型控制棒驱动机构是华都公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其生产的控制棒驱动机构

已经通过1500万步热态寿命试验和0.3g抗震试验，各项指标均满足并超出三代核电站设计指标要求，其热态寿命试验运行步

数更是创造压水堆核电站驱动机构的世界纪录，成为目前世界上寿命最长、可靠性最高的驱动机构，达到世界先进技术水平。 

报告期内，华都公司通过竞标，与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正式签定了武威熔盐堆项目控制棒驱动系统供货合同，

合同的供货范围是中国科学院A类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先进核裂变能——钍基熔盐堆核能系统”（简称“TMSR先导专项”）

“2MWt液态燃料钍基熔盐实验堆”（简称“TMSR-LF1”）所需的全部控制棒驱动系统设备。 

此次熔盐堆项目中标，不仅展现了华都公司“5A级供应方”的实力，也树立了华都公司创新驱动，融合发展的核心理

念。 

（2）报告期内，公司与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签署了“DHR400泳池式常压低温供热堆池内构件设备研发技术服务”

合同。公司介入池式低温供热堆项目，并获得池内构件的研发和未来供货的机会，目前已经完成池内构件的总体设计。 

低温供热堆在常压低温下运行，具有固有安全性、可靠性高、技术成熟、系统简单、运行稳定、占地面积小等优点，

并且建造成本低，运行维护简便，厂址能够选在城市附近。一座400兆瓦核能供热堆可为约200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供暖，每

年替代32万吨燃煤。 

在北方冬季雾霾严重的今天，“低温供热堆”的研发具有重要的环保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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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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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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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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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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