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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41                           证券简称：和顺电气                           公告编号：2019-053 

苏州工业园区和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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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顺电气 股票代码 30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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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书杰 敖仙花 

办公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和顺路 8 号 苏州工业园区和顺路 8 号 

电话 0512-62862607 0512-62862621 

电子信箱 xushujie@cnheshun.com aoxianhua@cnheshun.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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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09,304,036.15 338,070,883.61 -8.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60,786.11 1,263,825.96 -47.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546,621.83 1,099,303.22 -14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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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4,361,075.17 -209,063,640.80 74.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26 0.0100 -74.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26 0.0100 -74.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8% 0.31%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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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3,185,493.72 1,582,816,321.21 -2.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15,138,934.23 713,524,568.12 0.2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8,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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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建华 境内自然人 44.52% 113,730,919 0   

沈欣 境内自然人 8.24% 21,054,000 0   

沈思思 境内自然人 2.06% 5,263,500 0   

戴红仙 境内自然人 2.06% 5,263,500 0   

肖岷 境内自然人 0.76% 1,932,500 0   

秦勇 境内自然人 0.36% 930,00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35% 894,300 0   

#王艳艳 境内自然人 0.30% 773,600 309,800   

姚尧 境内自然人 0.28% 726,802 0   

金宿森 境内自然人 0.26% 662,900 112,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姚建华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和姚尧先生系父子关系，故二人为一致行动人；沈欣、

沈思思、戴红仙为公司原第二大股东杜军女士的遗产法定继承人，在股权登记过户时签

订了《一致行动人协议》，为一致行动人；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王艳艳通过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773,600

股，其普通证券账户未持股，实际合计持有 77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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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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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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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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光伏产业链相关业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大对新产品的研发投入，从技术、数据和营销等多维度提升公司的

竞争力，借助充电桩业务、光伏EPC业务、智能配电业务及需求侧管理平台，构建设备、服

务、平台于一体的能源综合服务体系。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09,304,036.15元，同比下降8.5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660,786.11元，同比下降47.72%。 

报告期内，公司各板块业务的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一、电力成套设备业务 

     2019年，公司进一步强化销售网络平台及客户结构的调整，将销售目标重点转向大型发

电集团、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大型工业客户等，电力成套设备板块业务半年度实现收入

166,427,476.39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0.99%，销售渠道的拓展及客户结构的调整效果明显。 

     二、充电桩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直流为主、交流为辅，交、直流混合发展的经营思路，尤其在直流、

大功率快充领域保持自身的竞争优势。 

报告期内，受新能源汽车政府补贴退坡的影响以及整个市场资金收紧的影响，公司充电

桩业务实现收入7,544,302.99元，比上年同期下降81%。 

鉴于此，公司重点加强对充电桩新产品的研发及销售人员的技能培训工作，进一步拓宽

销售思路，细分团队人员工作范围，合理配置资源，充分发挥团队成员的积极性，各大区针

对区域内情况重点跟踪落实公交客运系统、整车厂、通勤车服务公司、新能源运营商、地方

政府部门的布桩和建站工作。目前公交客运系统仍然是大区开展销售工作的核心方向。 

上述销售网络渠道的搭建，为公司下半年的业务布局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光伏电站业务 

2019年国内光伏补贴政策于5月末颁布，导致上半年国内光伏市场启动较晚，行业需求下

降。 

报告期内，根据光伏市场政策的变化，公司对新能源业务结构进行了调整，大力拓展风

电业务，光伏EPC项目减少，故上半年安装施工板块实现收入107,466,246.48元，比上年同期

下降2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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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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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 2017 年 3 月颁布了修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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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5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

——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

（以上四项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在境

内上市的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 

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详见本公司公告于巨潮资讯网上的

有关公告，公告编号：2019-031 

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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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 

具体详见本公司公告于巨潮资讯网上的

有关公告，公告编号：2019-050 

执行财务报表格式的影响： 

根据财务报表格式的要求，本公司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列示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两个项目，将“应付票据及

应付账款”拆分列示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两个项目。具体如下：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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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资产：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536,531,824.21    376,397,173.24    

应收票据   10,722,491.20    9,704,800.00  

应收账款   525,809,333.01    366,692,373.24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589,093,547.85    347,275,884.20    

 应付票据    286,236,175.32    152,593,493.64  

 应付账款    302,857,372.53    194,682,39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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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动情况如下： 

      2019年上半年，公司新设立子公司镇江和煜新能源有限公司、平定顺精新能源有限公司、阳泉和熠新能源有限

公司，从设立之日起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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