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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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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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城电工 600192 G电工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何建文 周济海 

电话 0931-8415501 0931-8415321 

办公地址 兰州市城关区农民巷215号 兰州市城关区农民巷215号 

电子信箱 gwe@chinagwe.com gwe@chinagw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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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0,739,720.10 4,661,888,154.02 -2.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937,449,503.73 1,930,394,139.44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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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949,680.81 -47,861,980.58 -25.26 

营业收入 818,208,182.41 879,384,144.79 -6.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9,705,277.73 11,595,426.08 -16.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953,784.69 8,036,705.45 -136.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5018 0.5926 减少0.0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220 0.0262 -16.0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220 0.0262 -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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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7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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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

人 

38.77 171,272,753 0 无 0 

黄泽坚 境内自

然人 

2.22 9,812,300 0 无 0 

白欣 境内自

然人 

0.65 2,859,200 0 无 0 

刘占涛 境内自

然人 

0.42 1,874,740 0 无 0 

冯文军 境内自

然人 

0.34 1,517,300 0 无 0 

董慧芬 境内自

然人 

0.33 1,477,700 0 无 0 

安伟 境内自

然人 

0.29 1,300,000 0 无 0 

肖裕福 境内自

然人 

0.27 1,200,000 0 无 0 

宁波灵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灵均精选 7

号证券投资私募基金 

未知 0.25 1,116,200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

人 

0.24 1,078,1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前十大股东中，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与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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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营业收入 8.18 亿元，同比减少 6.9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70.53 万元，同比减少 16.30%。主要是公司中高压开关设备业务板块订货略有下降，导致本期收

入、利润同比降低。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围绕一个目标（发展目标），推进两项改革（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突出三大重点（党的建设、资本运作、技术创新），强化六项保障（队伍建

设、对外合作、风险防控、对标管理、项目建设、安全环保）”的年度经营工作指导思想，坚持市

场导向、问题导向、集群发展导向，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提质增效为主线，全力推进精准营销，

持续强化科技创新，优化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促进全年生产经营和工作目标任务的实现。 

强化行业龙头企业开发，深入推进精准营销。加大对“一带一路”、新能源行业、电力电网行

业、船舶制造行业“四个专项”市场的深度开发，与行业有关龙头企业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推

动了营销工作向纵深方向拓展，形成了一定规模影响。同时，培育壮大差异化产品的新兴产业市

场份额，不断增强企业发展后劲。公司近年来开发的 GSC4 系列暖通空调行业接触器、GSZ8/GSZ9

系列电动汽车行业接触器、CJX4-DT/DF 电梯行业接触器、GSZ4 轨道交通及新能源行业接触器、

GSC2-J 系列智能家居接触器、智能仪表等产品经过近几年的推广宣传，绝大部分产品已得到行业

用户的认可和好评，市场销量在逐年增长。 

按照“纵向产业升级、横向延伸产业链”的科技创新思路，持续强化科技创新力度。ZNZ□

-12/T1250-31.5 智能化真空断路器及其成套设备、快循环脉冲电源、高压大容量背靠背三电平 NPC

变频器、电源功率变换器、GSG5 系列负荷隔离开关及附件、GSM5-80/1600 塑壳断路器、GSC5-115～

1250 接触器智能控制器等新产品正在按计划推进，上半年，公司获得授权专利 11 件，其中发明

专利 1 件，实用新型专利 7 件。 

深化管理变革，提高管理效能。坚持以业绩考核为重点，公司完善了以定量考核和定性评价

相结合的全员绩效考核体系，实现了绩效考核的闭环管理。以信息化促进企业管理升级：一是实

施资金资源共享平台建设项目，完成了资金集中方式的调研、资金集中管理蓝图编审，上线了部

分银行的银企直联，开展了电子票据业务的系统测试工作；二是在原 HR 系统实施的基础上，对公

司 HR 系统结构进行了优化和充实，有效提升公司人力资源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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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

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

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 号)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

会【2017】14 号)。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

量作出以下调整： 

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

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原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依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规定，分类调整

至“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报表列报的项目为“其他非流动金融资

产”。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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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

项目列报影响如下： 

2018 年度比较财务报表受影响的合并报表和母公司报表列报项目及金额如下： 

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应收票据及

应收账款 
1,581,463,140.66 / 11,083,946.48 / 

应收票据 / 180,280,449.62 / 11,083,946.48 

应收账款 / 1,401,182,691.04 / / 

应付票据及

应付账款 
903,809,543.05 /  / 

应付票据 / 231,198,926.21 / / 

应付账款 / 672,610,616.84 / / 

项目 合并利润表  母公司利润表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减值损

失（损失以“-”

号填列） 

6,375,593.73 -6,375,593.73 182,300.03 -182,3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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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