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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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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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邦栋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董事

因工作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董增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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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源电气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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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林凌

办公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华宁路 3399 号

电话

021-61610958

电子信箱

IR@SIE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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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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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2,411,801,275.60

1,751,344,563.75

37.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2,247,586.42

134,646,901.36

42.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81,441,921.39

103,776,352.68

74.84%

-201,450,403.76

-356,778,682.81

43.5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

0.18

38.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

0.18

38.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2%

3.04%

1.08%

营业收入（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总资产（元）

7,459,380,946.14

7,579,165,654.89

-1.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688,078,481.99

4,569,855,450.35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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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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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增平

境内自然人

17.29% 131,444,820

98,583,615

陈邦栋

境内自然人

12.68%

96,383,042

72,287,281

上海承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境内非国有法人

9.08%

69,042,628

0

李霞

境内自然人

4.87%

37,049,997

0

上海集盖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58%

34,816,800

0

杨小强

境内自然人

3.35%

25,463,791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04%

23,111,760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79%

5,978,753

0

王锴

境内自然人

0.77%

5,857,600

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七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5%

5,695,4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董增平和陈邦栋通过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
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公司股东王锴通过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857,600 股。公司股东杨小强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5,439,791 股外，还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通过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4,000 股，实
际合计持有 25,463,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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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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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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公司围绕年度目标及任务，持续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积极开拓市场，深化
内部管理，提升产品质量。2019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4.12亿元，同比增加37.71%；实现净利润19,225
万元，同比增加42.78%。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开拓国内市场，巩固提升主要客户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的市场份额，拓展轨道交
通、发电、冶金等行业客户。同时，公司继续加强国际市场开拓，在多个国家取得市场突破；海外单机和
EPC合同额与去年同期相比有较大增长，在执行EPC项目进展顺利。报告期内公司订单稳步增长，新增合同
订单41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42%。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开拓智能变电站、应急供电等新业务方向。在变电站智能运维、移动式变电站解
决方案及租赁等新产品方面，已经取得了市场突破。在超级电容器在乘用车上的应用方面，也取得了预期
的进展。公司在瑞士设立的全资子公司SECH SA已获取国际知名汽车电子零部件公司的超级电容供应商定
点通知。控股子公司稊米公司开发完成的刹车能量回收超容模组控制器已实现规模出货；为乘用车客户开
发的超级电容启停模组正在进行供应商准入及开发验证，预计2019年下半年正式进入车厂要求的产品验证
阶段。
公司继续围绕“提升质量、降低成本、敏捷交付、优质服务”，开展全过程质量、交付和运营效率的
改善提升工作，各分子公司积极改进生产、采购相关工作机制、工作流程，优化5S规划并有效落实，运用
第三方调查结果监控并提高客户满意度。
公司持续推进业务与人力资源一体化，加强组织能力建设；通过绩效管理，推进公司战略落地；进一
步加强岗位管理工作，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基于公司战略和任职资格要求逐步建立培训课程体系，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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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员工专业能力和职业化水平；结合时代特点和员工兴趣点，聚焦公司战略和重点业务开展企业文化与
核心价值观宣传、改善员工敬业度和组织氛围，打造“成就客户、群体奋斗、正直诚信、自我批判、开放
进取、发展未来”的高绩效团队。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4.12亿元，同比增加37.71%。其中，开关类产品是公司收入占比最
大的产品，2019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9.93亿元，同比增加17.44%。线圈类产品实现收入5.43亿元，同比
增加73.28%。无功补偿类产品实现收入2.77亿元，同比减少5.20%。智能设备类产品实现收入2.55亿元，
同比增加74.36%。工程总包实现收入2.59亿元 ，同比增加425.49%。在销售区域上，来自国内营业收入为
19.40亿元，同比增加32.60%，主要是华北地区同比增加92.58%，华南地区同比增加62.57%，东北地区同
比增加55.46%，华中地区同比增加96.12%、西北地区同比增加36.43%。来自海外市场的营业收入为4.72亿
元,同比增长了63.62%。
报告期末公司存货13.51亿元，较年初增加27.39%；其中原材料3.28亿元，较年初增加40.91%。在产品
3.36亿元，较年初增加46.13%。半成品1.03亿元，较年初增加30.72%。库存商品2.28亿元，较年初增加2.12%。
发出商品3.20亿元，较年初增加45.89%。公司充分考虑了市场环境因素的影响，采用了存货的成本与可变
现净值孰低法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累计计提了1,068.46万元存货跌价准备。
公司2019年上半年销售费用2.57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1.47%。管理费用0.78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
持平。研发费用1.5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0.77%。财务费用为29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36.60%，主要
是美元汇兑损失增加所致。
公司2019年上半年研发投入1.5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1.01%。
公司2019年上半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0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43.54%。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为-4,166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31.16%。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88亿元，较
上年同期减少145.45%。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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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1,801,275.60 1,751,344,563.75

37.71% 开关、智能设备及总包等收入增长较快

营业成本

1,705,436,910.62 1,196,709,488.10

42.51% 营业成本随营业收入相应增加

销售费用

257,007,257.02

211,582,890.33

管理费用

78,360,336.08

77,154,191.00

研发费用

152,197,629.44

137,399,976.26

财务费用

2,988,623.36

-8,166,445.26

136.60% 主要是汇兑损失的差异

其他收益

4,089,933.35

19,313,695.32

-78.82% 收到的政府补贴减少所致

营业利润

215,100,112.30

132,186,594.27

62.72% 收入增长

利润总额

225,313,411.37

149,990,768.97

50.22% 收入增长

29,191,157.79

9,944,479.85

193.54% 收入增长

155,769,482.46

140,325,871.13

-201,450,403.76

-356,778,682.81

所得税费用
研发投入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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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7% 销售费用随订单增长相应增加
1.56% 基本持平
10.77% 主要是公司加大了研发投入

11.01% 主要是公司加大了研发投入
43.54% 加强货款管理，回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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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658,029.2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8,449,729.1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30,895,769.25

133,687,315.47 -131.16% 购买货币基金支付资金
-76,775,728.20 -145.45% 报告期偿还银行短期借款、支付借款利息
及分派现金股利
-291,265,111.97

-47.94% 报告期偿还银行短期借款、支付借款利息
及分派现金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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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 年陆续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
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 —套期会计》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
—金融工具列报》（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公司将原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权益投资1,070,200,000元重新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在资产负债表列示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2018年度相关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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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根据公司董事长决定，公司子公司上海思源输配电工程有限公司于2018年在塞拉利昂设立了
JOINT-VENTURE SIEYUAN & NEIE LIMITED,持股100%，实缴出资4,000万里昂。（折合人民币3.2000万元）
2、根据公司董事长决定，公司子公司上海思源输配电工程有限公司于2018年在赞比亚设立了SIEYUAN
ELECTRIC (ZAMBIA) COMPANY LIMITED，持股100%，计划出资25万美元，实缴出资5万美元。（折合人民币
33.4505万元）
3、根据公司董事长决定，公司子公司上海思源输配电工程有限公司于2018年在尼日利亚设立了
Sieyuan Electric (NIGERIA) Co.LTD，持股100%，计划出资1,000万奈拉。截止报告期末暂未出资。
4、根据公司董事长决定，公司子公司上海思源输配电工程有限公司于2018年在博茨瓦纳设立了
Sieyuan Electric (BOTSWANA)(PROPRIETARY) Limited，持股100%，计划出资25万美元。截止报告期末暂
未出资。
思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八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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