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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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庞庆平 工作原因 石丹 

独立董事 吴翊 工作原因 李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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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高电气 60031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湘意 张娟 

电话 0375-3804990 0375-3804063 

办公地址 河南省平顶山市南环东路22号 河南省平顶山市南环东路22号 

电子信箱 Xiangy1397@163.com zhangj@pinggao.sgc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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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21,867,239,275.09 22,468,999,933.37 22,468,999,933.37 -2.6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8,982,284,121.80 8,925,677,252.25 8,925,677,252.25 0.63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48,362,980.32 -528,336,913.82 -528,336,913.82   

营业收入 3,102,998,622.49 2,619,881,484.20 2,619,987,565.39 18.4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54,402,820.24 -130,727,623.37 -130,727,623.3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4,313,573.87 -136,077,276.83 -136,006,802.71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0.61 -1.49 -1.49 增加2.10个

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4 -0.10 -0.1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4 -0.10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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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11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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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平高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40.50 549,497,573 0 无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

人 

2.51 34,000,000 0 无   

叶怡红 境内自

然人 

2.10 28,457,070 0 无   

华安基金－工商银行－国

民信托－国民信托·平高

电气定增单一资金信托 

未知 2.08 28,281,427 0 无   

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未知 1.99 27,000,000 0 无   

广州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广金资产财富管理优

未知 1.65 22,400,000 0 无   



选 1 号私募投资基金 

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1.62 22,000,000 0 质押 11,0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1.06 14,340,405 0 无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未知 0.96 13,000,258 0 无   

华安基金－兴业银行－广

西铁路发展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未知 0.85 11,498,022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平高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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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全面贯彻落实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年度目标任务，积

极应对压力挑战，主动作为，狠抓落实，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经营呈现好转态势。公司上半年

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31.03 亿元，同比增长 18.44%；利润总额 7,228.39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

利润 5,440.28 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开展以下工作： 

安全质量保持稳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全级次安全责任清单，实施年度重点任务，

修编管理制度，安全管理基础更加牢固。质量基础持续夯实。实施公司高管特高压工程制造过程

质量巡视及作业观察制度，“四错四漏”、放电等问题显著减少。183 个零缺陷班组深入开展“党

建+零缺陷管理”活动，“一次做对”的质量意识逐步增强。公司获得平顶山市“绿色企业”称号、

平顶山市年度安全生产优秀单位称号。 

产业升级有序推进。建立常态化督导、月度报告机制，大力实施“去提创”。高压板块充分共

享信息资源，持续优化产能配置，实现 89 间隔产品协同生产。实施配电网产业未来三年高质量发

展工作方案，经营效益持续好转，天津平高产能同比大幅提升。建立境外 EPC 项目风险防控机制



和履约管理体系。成立专业平台公司，加快推进 GIL 等新产业发展，具备 252-1100 千伏 GIL 供货

能力。1100 千伏 GIL 获评 2018 年度河南省装备制造业十大标志性高端装备。 

科技创新持续加强。坚持以提升市场竞争力为导向推进终端产品升级换代，小型化 1100kV GIS

隔离接地开关成功应用于特高压蒙西扩，小型化 800kV GIS 隔离接地开关拟在宁夏实现首台套挂

网，新一代 550kV GIS、首个电机驱动隔离开关实现工程应用，ZF11C 实现批量生产。72.5kV、126kV 

PASS 等 8 种敞开电器新产品完成型式试验。两种柱式断路器样机通过意大利 TCA认证，为后期大

规模开拓欧洲高端市场进一步夯实基础。 

市场营销不断强化。稳步推进“大营销”体系建设，优化激励约束机制，营销专业化管控和

业务支撑能力持续增强。国网集招、特高压专项招标所投标段市场占有率第一，中标南网乌东德

特高压项目 1.34 亿元。与国网甘肃电力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检修增值服务及电商贸易加快推

进。新业务开拓成效明显，中标 227 个一键顺控改造项目，市场占有率第一；成功中标长春铁北

252kVGIL，实现首台套业绩培育。加大“一带一路”沿线市场开拓力度，中标泰国、老挝万荣项

目。 

全力保障履约服务。印发物资管理工作指导意见，规范物资全过程管理。积极应对集中交付

压力，强化计划刚性执行，建立履约应急反馈和风险预警机制，全力保障重点项目按期履约。印

度古德伯扩建项目完成现场安装，富县、西安北等重点项目成功投运。完成国网湖北、河南、天

津电力变电站“一键顺控”试点改造项目，实施江苏电网深度运检、山东特高压精益化运检项目，

编制首个 1100 千伏 GIS“一键顺控”现场改造方案。参与全国“两会”、迎峰度夏等重要保电任

务，彰显央企责任与担当。 

党的建设全面加强。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立领导小组和工作组，

印发实施方案，开展庆祝建党 98 周年党员示范岗表彰。实施思想奠基“五个一”、党支部建设提

升工程、“党建+”项目管理等活动，推动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互促并进。有序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58 项重点任务，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召开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特别主题团日活动暨五四表

彰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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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

融资产转移（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修订）》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

——金融工具列报（修订）》(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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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根据上述准则及通知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详细内容请参见财务报表附注中“重要

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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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9 年 8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