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3050                                        公司简称：科林电气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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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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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林电气 603050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宋建玲 李新 

电话 031185231911 031185231911 

办公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红旗大

街南降壁路段 

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红旗大

街南降壁路段 

电子信箱 ke1911@kldcop.com ke1911@kldco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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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3,600,132.53 1,941,664,814.80 9.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49,576,947.48 1,046,313,422.90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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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362,999.08 -80,380,117.31 -46.01% 



营业收入 492,449,637.48 411,040,098.64 19.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193,443.68 24,551,893.58 6.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575,935.84 20,195,753.64 -3.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8% 2.49% 减少0.0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5 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5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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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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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成锁 境内自然人 11.98% 19,443,794 19,443,794 无  

李砚如 境内自然人 7.82% 12,690,343 12,690,343 无  

屈国旺 境内自然人 7.11% 11,539,770 10,539,770 质押 2,400,000 

邱士勇 境内自然人 2.77% 4,492,972 4,492,972 无  

高会文 境内自然人 2.60% 4,212,000 4,212,000 质押 4,027,000 

董彩宏 境内自然人 2.53% 4,101,865 4,101,865 无  

王永 境内自然人 2.31% 3,748,944 2,848,944 质押 1,874,000 

高康资本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7% 3,360,000   无 

 

宁波龙鑫中盛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2% 3,280,500   无 

 

河北天鑫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1% 2,776,84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张成锁、李砚如、屈国旺、邱士勇和董彩宏为一致行动人，对公

司实施共同控制；河北天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洪雷为天创博盛

（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

表。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

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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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对智能电网全力支持及投资建设，为输配电及控制设备行业的快速增长提供了

广阔空间，由于输配电及控制设备行业属于充分竞争性行业，参与该行业竞争的企业也迅速增多，

公司凭借自身强大的技术研发能力、完备的营销体系等优势，在公司董事会的积极领导下，紧绕

年初既定的发展战略，凭借行业品牌、技术及管理优势，稳步拓展市场份额，2019 年上半年经营

稳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92,449,637.48 元，同比增长 19.8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26,193,443.68 元，同比增长 6.69%。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一）主要产品销售情况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努力加强营销团队建设，积极进行渠道优化和市场推广，做好各地招投标

工作，核心产品呈现较好的增长态势，其中智能电网变电设备，实现收入 60,982,765.55 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 71.37%；智能电网配电设备，实现收入 50,465,977.59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0.73%；

高低压开关及成套设备，实现收入 276,665,920.18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8.07%；智能电网用电

设备，实现收入 72,270,236.66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89%；受国家补贴政策影响，分布式光伏

发电设备，实现收入 15,365,191.84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72.39%。 

（二）国内外市场拓展情况 

国内市场方面，公司继续以“深耕河北市场、积极拓展全国市场”为市场策略。依托地域优

势保持华北市场的稳定，并同时积极拓展全国市场，在全国增设营销服务网点，努力使公司建立

一个覆盖全国重点区域的营销服务体系，同时积极拓展电气设备在轨道交通等领域应用市场，提

升产品市场空间。国际市场方面，公司将其作为新的业绩增长点，加大国际业务投入，通过与国

内 EPC 总包方合作及海外市场直接开拓等举措，拓展产品市场容量，将公司优势产品推向世界，

现已打开印度、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巴基斯坦、南苏丹等国家电气设备市场。并已进驻蒙古、

越南、缅甸、老挝、伊朗、约旦、阿联酋等地开展业务。 

（三）生产经营情况 

以客户为中心，提升交货及时率，事业部时刻贴近市场，摸清脉搏，调整产能；不断加强事

业部生产职能，加大对班组长的指导、培训，让事业部成为了工艺、流程的创新基地、人才的培

养基地、市场的坚实后台；优化生产管理，加强对各部门的指导，建设起了科学合理的调控机制， 

有效的梳理了流程中存在问题，做好了生产、销售的衔接；切实加强质量管控，职能部门多检查、

多巡视、多指导，对于质量事故敢于考核，有措施、有流程有效的杜绝质量问题。 

（四）对外投资情况 

在努力增强现有产品竞争实力的同时积极拓展新领域新业务，报告期内，公司通过与具有核

心技术的人员合作，共同投资设立了科林物联网、科林云能等多家子公司，拓展新业务、新领域，

为公司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优化公司产业结构，完善公司战略布局。 

（五）其他方面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加大人才引进力度，甄选优秀人才，提高培训水平提升管理干部综合素

质；加强品牌文化宣传，丰富品牌宣传手段，打造科林电气形象，有针对性开展文化活动，提升

队伍凝聚力；强化安全管理，加大安全检查力度，做好特种设备管理，杜绝一切安全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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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首次执行金融工具准则 根据国家会计准则修订内容进行调整 

2019 年会计报表格式变更 

执行财政部于 2019 年 4月 30 日发 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9年度

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文件，变更

财务报表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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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9〕6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调整，并采用追溯调整法调整法对可比会

计期间的比较数据作相应调整。对 2018 年度财务报表的报表项目和金额调整如下： 

①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原列报项目 原列报金额 新列报项目 新列报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716,968,677.07 
应收票据 22,664,039.94 

应收账款 694,304,637.13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582,439,275.15 
应付票据 157,680,040.00 

应付账款 424,759,235.15 

②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原列报项目 原列报金额 新列报项目 新列报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50,843,065.46  
应收票据 3,343,661.55 

应收账款 247,499,403.91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22,541,671.12  
应付票据 57,593,600.00 

应付账款 164,948,07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