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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22                             证券简称：佳电股份                           公告编号：2019-067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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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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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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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电股份 股票代码 00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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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传波 王志佳 

办公地址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前进区长安路 247 号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前进区长安路 247 号 

电话 0454-8848800 0454-8848800 

电子信箱 hdjtjdgf000922@163.com hdjtjdgf000922@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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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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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元） 1,095,989,002.55 881,933,652.23 24.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3,980,387.41 150,925,052.68 28.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74,515,834.21 135,637,440.24 28.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35,174,242.63 -20,381,351.82 1,253.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96 0.31 27.7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96 0.31 27.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05% 9.26%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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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0,511,892.07 3,233,385,750.84 3.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26,749,327.16 1,832,768,939.75 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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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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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电气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36% 129,121,459 4,590,459   

佳木斯电机厂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94% 53,617,199    

北京建龙重工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48% 26,849,100  质押 25,831,000 

陈佳琪 境内自然人 0.81% 3,943,751    

陈家强 境外自然人 0.73% 3,560,100    

王凯 境内自然人 0.63% 3,076,700    

孔祥华 境内自然人 0.52% 2,538,200    

唐文成 境外法人 0.52% 2,530,100    

朱瑞 境内自然人 0.51% 2,514,601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光

大保德信国企

改革主题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51% 2,5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持有 5%以上（含 5%）的股东为哈电集团、佳电厂、建龙集团，其中哈电集团是本公

司的控股股东，所持股份性质为国有法人股，佳电厂为哈电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属于关联

企业。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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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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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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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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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公司坚定聚焦效益和质量，通过加大开拓市场力度，

调整销售策略，坚持质量攻关，优化产品结构，强化企业经营管理等方式，呈现了稳中向好

的发展趋势。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9,598.9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24.27%，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398.04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28.5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7,451.58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28.66%，基本每股收益

0.396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27.74%。截止2019年6月30日，公司资产总额334,051.19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为202,674.93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以下重点工作： 

（一）市场开发方面 

将满足客户需求这一主线贯穿市场开发的各项工作，主体的营销政策持续稳定；关注市

场的变化并及时制定相应的激励政策，调动市场开发人员工作的积极性；提高市场开发意识，

强化行业专项管理，提升项目管理效率与质量；推行差异化的销售方式，加大新产品市场推

广力度，推进营销信息化的进程。 

（二）技术进步方面 

2019年2月，公司组织开展了2019年新产品推介会，将YBX4系列高效电机等10项新产品

推向市场。2019年4月，公司在华能山东石岛湾核电有限公司现场成功举办了世界首台套高温

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主氦风机到货暨验收移交会，标志着公司总包的两台套主氦风机经现

场验收全部合格并顺利移交；2019年5月，公司与中海油惠州石化研制的我国单机功率最大的

TZYW/TAW10000-20正压外壳型/增安型无刷励磁同步电动机顺利通过鉴定，产品成功替代进

口，填补了国内空白，为我国大型防爆同步电动机进一步优化和提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是

我国自主研制重大装备上又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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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项目制管理模式成效显著，结合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电机及电机系统的高效节能技

术”，加快了高压超一级能效隔爆型电动机研制进程；与清华大学共同开展的磁悬浮超高转速

永磁同步电动机，已进入了产品装配阶段；高压变频调速一体化电机已完成单机试验，后续

将与变频器进行一体化试验及安标取证工作；钻井平台用变频调速三相异步电动机目前已完

成8个规格的开发工作，YYZ600/600样机已通过全套型式试验验证，各项性能指标符合标准

要求；大型立式电动机取得实质性突破，5月30日公司生产的首台TL2240-40/3250立式同步电

动机通过出厂试验；开关磁阻电机项目稳步进行，目前已经完成与哈尔滨理工大学签订样机

订货合同、电机设计方案已完成；同步磁阻电动机已完成装配工作，将发往深圳与控制器进

行联机调试；为加强新产品研发工作，公司在哈尔滨设立技术研发分公司，目前已完成组建

并开始运作。 

（三）质量管理方面 

持续以工艺规范和可追溯性为重点，深化质量过程管控。开展检验规范梳理工作，严肃

工序责任制，制定质量红线。采取整机抽查方式，定期对存库电机返回拆检检查并有针对性

的落实整改。加强对供应商的管理，确保其质量体系有效运行，质量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

公司聘请第三方监造驻厂开展质量改进工作，扩大驻厂检验流动覆盖范围，切实提升工作质

量和产品质量。 

（四）供应链管理方面 

公司制定《供应商分级管理办法》，通过打分评价方式对战略供应商、首选供应商、一

般供应商等进行分级，并按级别进行管理，通过供应商分级，提升核心战略供应商的深化合

作，持续优化供应商队伍，提高产品质量，稳定供应商队伍，建立长期互惠供求关系。实施

采购品质提升计划，确保从源头上提升外购件质量。 

（五）投资者关系管理方面 

公司重视与投资者关系的管理工作，建立和健全投资者沟通的平台，规范公司与投资者

关系的管理工作，加强公司与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之间的沟通。通过落实专人、及时接听投

资者的电话和认真回复投资者互动易上的提问等工作，来加深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和认同，

促进公司与投资者之间长期、稳定的良好关系，以提升公司的诚信度、核心竞争能力和持续

发展能力，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和股东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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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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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包括母公司在内的主体共6户，除母公司外具体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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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

型 

级次 持股比例

（%） 

表决权比

例（%） 

是否合并财务报表 增加或减少

原因 
2019年度 2018年度 

佳木斯市佳时利投资咨询有限

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

司 

二级公

司 

100 100 是 是 -- 

天津佳电飞球电机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

司 

二级公

司 

100 100 否 是 注 

成都佳电电机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

司 

二级公

司 

100 100 是 是 -- 

苏州佳电飞球电机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

司 

二级公

司 

100 100 是 是 -- 

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

司 

二级公

司 

100 100 是 是 -- 

佳木斯佳电风机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

司 

三级公

司 

100 100 否 是 注 

上海佳电企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

司 

三级公

司 

100 100 是 是 -- 

注：本期合并范围减少2户，分别为天津佳电飞球电机有限公司、佳木斯佳电风机有限公司，减少原

因是：本年天津佳电飞球电机有限公司于2018年8月出售；佳木斯佳电风机有限公司法院受理破产，公司

进入破产程序，本期不纳入合并范围。 

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以控制为基础给予确定。报告期合并范围减少了天津佳电飞球电机有限公

司、佳木斯佳电风机有限公司等两家公司，具体详见“本附注六、合并范围的变动”。 

报告期合并范围详见“本附注七、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第1、在子公司中的权益之（1）企业集团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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