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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00                           证券简称：许继电气                           公告编号：2019-04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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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008,327,309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48 元（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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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继电气 股票代码 00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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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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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李维扬 万桂龙 

办公地址 河南省许昌市许继大道 1298 号 河南省许昌市许继大道 1298 号 

传真 0374-3363549 0374-3363549 

电话 0374-3212348 0374-3213660  3212069 

电子信箱 gszl@xjgc.com,xjdqzqb@163.com gszl@xjgc.com,xjdqzqb@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中国电力装备行业的领先企业，致力于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高端能源和电

力技术装备，为清洁能源生产、传输、配送以及高效使用提供全面的技术、产品和服务支撑。

公司聚焦特高压、智能电网、新能源、电动汽车、轨道交通及工业智能化五大核心业务，拓

展综合能源服务、先进储能、智能运维、智能制造、军工全电化五类新兴业务。产品广泛应

用于电力系统各个环节。公司产品主要分为智能变配电系统、直流输电系统、智能中压供用

电设备、智能电表、电动汽车智能充换电系统、EMS加工服务等六类。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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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8,216,558,727.72 10,329,489,384.43 -20.46% 9,607,009,637.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9,660,750.00 613,777,306.90 -67.47% 868,925,025.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3,732,643.71 602,535,864.24 -72.83% 825,286,914.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3,240,385.46 -34,942,131.03 1,425.74% 1,247,015,876.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80 0.6087 -67.47% 0.86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80 0.6087 -67.47% 0.86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1% 8.40% 降低 5.79 个百分点 13.02%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 14,576,908,666.70 15,308,720,878.81 -4.78% 14,300,836,589.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755,065,879.94 7,575,766,921.25 2.37% 7,058,208,954.1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894,875,724.02 1,761,983,402.94 1,502,687,878.95 4,057,011,721.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687,221.44 104,292,619.29 23,422,464.44 44,258,444.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25,557,734.14 93,505,614.59 19,757,893.93 24,911,4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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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5,832,966.12 -178,063,946.71 36,444,944.76 910,692,353.53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

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优先

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1.28% 416,197,65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8% 27,047,01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14% 21,613,3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13% 11,428,379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0.74% 7,447,9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0.74% 7,447,90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0.74% 7,447,90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73% 7,346,10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69% 6,939,795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0.67% 6,720,16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前十大股东中，许继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

股股东。除上述情况外，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存在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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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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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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董事会的决策部署下，公司管理层带领全体员工攻坚克难，锐意进取，

公司保持了健康稳定的发展态势。受市场竞争加剧及特高压工程建设进度放缓等因素影响，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821,655.87万元，同比降低20.4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966.08万元，同比降低67.47%。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取得以下成绩： 

（一）科技创新成效明显 

多项产品实现首台套应用。1500伏直流开关柜、虚拟同步机直流充电机、低压直流保护

装置等核心装备在同里绿色小镇示范工程首次应用。变电站一键顺控系统在湖北黄石东觉山

等变电站首次应用。国内首套新型大功率充电桩在北京未来科学城示范项目首次应用。±420

千伏/1250兆瓦柔性直流换流阀和控制保护系统在渝鄂直流工程首台套应用。±10千伏/20兆

瓦中压柔性直流换流阀在珠海唐家湾示范工程首台套应用。 

关键技术和重大装备研制取得突破。成功突破第三代智能变电站、有序充电、大功率充

电等关键技术。研制了大电网系统保护精准负荷控制系统、新一代配电自动化主站系统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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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装备。专利标准成果丰硕。2018年，公司申请发明专利273项， 授权国内发明专利124项、

海外专利5项；制修订国网级以上技术标准13项，其中国家标准8项、 行业标准2项， 新获批

标准制修订计划6项；2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完成公示。 

（二）市场开拓较快提升 

系统内市场份额持续提升。特高压保持领先地位，成功中标张北柔性直流、乌东德直流

工程。10千伏和35千伏充气柜、第三代智能变电站运检管理系统等实现突破。信息化二次安

防类产品在国网集招中实现零的突破。宜昌港口岸电等多个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一键顺控等

多种产品实现突破。智能配电终端在山东智能台区项目实现首台套应用。省网招标和配网协

议库存招标的中标额同比均有较大增长。系统外市场保持良好势头。自主研发的35千伏充气

开关柜、35千伏地铁大分区光纤纵差保护等产品成功中标杭州地铁，实现在轨道交通领域首

台套应用。与郑州轨道交通公司合作开发的双向变流器被列为河南省重大科技专项。国际市

场稳步发展。加快推动本土化业务，实现电表业务在泰国、孟加拉、俄罗斯的首次突破。新

签乌干达变电站、老挝变电站等项目。 

（三）产业发展多点突破 

制定“去提创”专项方案，研究建立产品能增能减机制，推进配电变压器和低压开关柜

部分低端产品退出、低附加值工序淘汰、落后产能转移。实施中高端产品提升计划，推动传

统产品向技术高端化、市场细分化发展。制定新业务拓展、产品资质培育等指导意见，完善

产业发展和投资管理体系建设。新业务布局加快落地。成立电力设计院，合作创新打开新局

面。产业基建项目稳步实施。公司大数据中心、档案馆、网络通信测试平台顺利投用。 

（四）各项改革深入推进 

优化本部机构设置，完成子公司章程制修订。调整海外营销机构，整合国内营销资源，

设立出口配套营销服务中心。推进业财融合，建立以利润为核心的营销考核体系，有效激发

队伍活力。强化产销协同，有序放开产业单位营销职能，拓展市场营销渠道，规范重大项目

运作。打开产品成本，建立内部定价机制，提高市场竞争力。落地创新驱动工作方案，推进

自主创新和借脑引智双轮驱动，完成一次设备领域研发资源整合，建立研发、市场协同机制。

深入实施“三项制度”改革，实施产业单位建制动态调整与营销“赛马制”考核。 

（五）经营管理持续提升 

编制月度业绩看板和季度业绩简报，建立运营监控半月报、专项报告与季度经济活动分

析工作机制，及时预警、及时纠偏，指标监控和分析水平有效提升。完善质量管理体系，制

定质量问题信息管理机制，实行质量责任终身追责，深入实施“1+N”质量管理，全面推进“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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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建设，公司及子公司许继仪表分别荣获河南省省长质量奖、河南省质量标杆等荣誉。

推行“一张图纸”协同共享，促进低毛利产品盈利能力提升。建立回款自启动响应机制，开

展债权债务清理。 

强化市场需求与生产制造动态联动，加强月度生产计划管控力度，履约交付保持平稳。

首次实现年度审计监督全覆盖，全面排查管理薄弱环节。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核嵌入决策会议

流程。实现重点业务规范管控，完成数据和报表治理，打通成本精细化、生产透明化等关键

环节。 

（六）党的建设不断加强 

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学习，认真落实宣贯党的十九大精神50项重

点任务。深化党建工作对标，实施量化计划管理。发挥党建价值创造作用，以党员服务队、

突击队等载体为抓手，服务重点工程项目建设。加强三重一大、选人用人等专项监督，实施

AB类协同监督项目10个。搭建作风服务信息平台，实现重大事项联系透明化、痕迹化管理。

企业文化建设持续深化。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智能变配电系统 3,184,517,230.92 2,485,130,483.82 21.96% -14.83% -10.27% 
降低 1.11 个

百分点 

智能中压供用电设

备 
1,795,850,450.45 1,637,900,905.95 8.80% 15.21% 55.13% 

增长 2.26 个

百分点 

智能电表 1,096,568,086.19 954,750,233.58 12.93% -9.71% -21.64% 
降低 1.97%

个百分点 

电动汽车智能充换

电系统 
967,439,644.52 817,992,119.46 15.45% 39.16% 72.40% 

增长 2.98 个

百分点 

直流输电系统 916,180,696.64 642,238,986.61 29.90% -66.66% -71.50% 
降低 5.08 个

百分点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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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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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根据《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

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

及相关解读，本公司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修订，对会计政

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并采用追溯调整法

对比较财务报表的列报进行了调整。 

董事会审批 

 

项 目 调整前 调整数 

(增加+/减少-) 

调整后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应收票据 325,701,559.23 -325,701,559.23  

应收账款 9,123,515,849.38 -9,123,515,849.38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9,449,217,408.61 9,449,217,408.61 

应付票据 68,700,000.00 -68,700,000.00  

应付账款 5,722,793,063.87 -5,722,793,063.87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5,791,493,063.87 5,791,493,063.87 

应付利息 3,937,500.00 -3,937,500.00  

其他应付款 67,890,108.50 3,937,500.00 71,827,608.50 

合并利润表项目：    

管理费用 693,474,432.45 -330,708,329.50 362,766,102.95 

研发费用  330,708,329.50 330,708,329.50 

营业收入 10,330,721,120.44 -1,231,736.01 10,329,489,384.43 

其他收益 78,796,062.28 1,231,736.01 80,027,798.29 

项 目 调整前 调整数 

(增加+/减少-) 

调整后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应收票据 242,687,368.70 -242,687,368.70  

应收账款 7,297,918,591.68 -7,297,918,591.68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7,540,605,960.38 7,540,605,960.38 

应收股利 133,188,927.27 -133,188,927.27  

其他应收款 95,477,961.63 133,188,927.27 228,666,888.90 

应付票据 40,000,000.00 -40,000,000.00  

应付账款 4,705,076,031.98 -4,705,076,031.98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4,745,076,031.98 4,745,076,031.98 

应付利息 3,937,500.00 -3,937,500.00  

其他应付款 18,360,649.41 3,937,500.00 22,298,149.41 

母公司利润表项目：    

管理费用 368,210,463.57 -201,625,138.50 166,585,325.07 

研发费用  201,625,138.50 201,625,138.50 

营业收入 7,619,562,364.16 -894,868.52 7,618,667,49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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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益 4,338,120.00 894,868.52 5,232,98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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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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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3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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