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置信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公司代码：600517                                        公司简称：置信电气 

 

上海置信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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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信电气 60051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牛希红 仲华 

电话 021-52311588 021-52311588 

办公地址 上海市天山西路588号 上海市天山西路588号 

电子信箱 600517@sgepri.sgcc.com.cn 600517@sgepr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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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8,975,552,315.76 8,904,738,006.14 0.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448,879,366.84 3,425,694,354.17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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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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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888,744.54 -831,201,165.34   不适用  

营业收入 2,056,314,256.37 1,787,614,180.24 15.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185,012.67 -82,295,296.37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9,429,695.17 -96,071,472.60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7 -2.35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6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6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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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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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1.57 428,138,981 0 无 0 

上海置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33 207,857,842 0 无 0 

上海置信电气工程安装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16 97,069,509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未知 1.91 25,902,300 0 未知   

赵蓉 未知 0.71 9,657,419 0 未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中证央企结

构调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63 8,509,379 0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0.47 6,401,150 0 未知   

石庭波 未知 0.47 6,334,800 0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央

企结构调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未知 0.46 6,188,300 0 未知   

姚佑国 未知 0.43 5,896,4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上海置信(集团)有限公司是上海置信电气工程安装

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为 100%。2、除上述关联

关系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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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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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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信电气以固本生存、转型发展为主线，大力加强集约化、精益化、专门化

管理，推进研发创新，拓展新产品应用，提高产品质量，持续提中端、创高端，转型发展取得明

显成效。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完成以下重点工作： 

一是转型升级成效显著 

公司采用自主研发与对外合作相结合的方式，聚焦变压器、配电成套装置、绝缘子、避雷器、

直流电容器、箱变等重点产品线，持续提中端、创高端，稳步提高产品质量，推进产线创新建设。

新一代高性能高可靠性非晶闭口立体卷铁心配电变压器产品有效解决抗突发短路问题，并通过第

三方短路试验验证；产品噪音得到有效控制，满足国网优质标准；产品空载损耗较国家标准降低

约 20%左右，达到 17型性能水平。联合开发研制的非晶闭口立体卷铁心配电变压器的智能制造中

试线，已实现非晶带材自动剪切、收料、铁心成型自动纠偏、张力闭环控制、单框自动拼装、高

低压自动绕线、器身装配、半成品自动检测等功能。 

开展10千伏环保气体绝缘配电成套装置的技术研究与设备研制。完成C-GIS自动化产线建设，

具备批量生产能力。完成套管生产车间分区改造及干式套管产品转产；完成直流支撑电容器研发

及实验基地一期建设。完成 DBI 互感器工艺结构设计改进，并于山东挂网开展可靠性试验。持续

推进美变替代、高端配电成套装置、地铁/高铁等机车用避雷器、电站支柱复合绝缘子、硬质聚合

物绝缘子等新产品研制与应用。正加快推进 500 千伏及以下电压等级站用避雷器产业化。积极布

局并拓展运维、配网改造、居配建设、工程设计等新兴业务，努力推动企业业务从传统制造业向

高附加值业务转型。 

二是管理变革持续深化 

营销体系深化集约化管理，强化合同毛利率考核，加强销售全过程管控，实现标书统一制作、

履约统一协调、应收账款统一催收。推进重大项目运作、技术方案支撑集约化管理，构建协同高

效的市场营销平台。研发体系实现统筹资源，协同发展，充分发挥研发的“智库”作用，支撑置

信电气转型发展；深挖潜在需求，加强共性和基础技术研究，持续开展新产品研制，推进新产品

应用；加强市场业务拓展支持力度，培养解决方案和系统集成的策划能力。生产体系推动产销协

同深度融合，发挥生产统筹优势，平衡产能消减库存，提高生产履约能力。发挥集采优势，提升

物资保障能力。提前介入大项目物资商务谈判、招标采购，保障大项目实施的有序推进。质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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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加强关键原材料、重要供应商监督检查力度和覆盖面，推进产品出厂检验标准化和信息化建设，

建立抽检跟踪和履约协同机制，加强重点项目质量监督管理能力。 

三是市场拓展稳中有进 

持续做好重大项目运作与执行。进一步加强总包、租赁、综合能源、运维等重大项目运作的

协同协作力度，重点跟进了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宁夏、福建、四川租赁项目及浙江、福建、

四川节能项目等 16个重大项目，顺利完成河北南网配变重过载治理及能效提升项目、宁夏公司柱

上智能成套装置及移动运检手持终端成套设备租赁项目落地。实现浙江省 2019年小型化箱变租赁

项目提前启动。 

加强新产品拓展工作。上半年完成江苏、上海地区小型化箱变产品落地，江苏、河北、重庆

等地区预装/移动变电站等产品落地，完成有载调压变压器在国网河北电力试点项目及地埋变在国

网福建电力试点项目，实现有载调压配电成套装置市场首次突破。套管、DBI 互感器、管廊在线

监测、隧道巡检智能机器人等产品在新疆、宁夏、河南、湖北等省得到应用。 

加强综合能源、电力建设、运维服务等业务拓展。上半年完成广州公交站场充电桩项目、福

建龙岩等地区综合能源服务建筑类节能环保项目落地。运维检修业务取得重大突破，中标西藏许

木等 6 座变电站年度首检项目，新疆 110 千伏—750 千伏带电运维服务所有标包。拓展江苏等地

带电检测业务，江苏、浙江等地区电力建设类业务。 

加强电网系统外及海外业务拓展。上半年完成国电投、华能、大唐、华润四家发电企业，中

移动、中电信两家电信运营商总部集招平台注册及 CA 钥匙办理。与中电装备在土耳其凡城直流背

靠背、巴基斯坦默拉直流、老挝万象环网等项目开展合作。与马来西亚进行智慧路灯技术交流并

签订合作协议。 

四是科技工作喜获佳绩 

完成发明专利申请 29 项，发明专利授权 15 项，申请软件著作权登记 3 件，申请国际专利 1

项。全面支撑国家电网配变标准化工作，牵头完成 100、200、400 千伏安非晶合金变压器标准化

设计及样机生产。 

“提升城市配电网供电可靠性的若干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项目通过上海市电机工程学会产

品鉴定，整体达到国际先进，部分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提升城市配电网供电可靠性的若干关键技

术研究及应用”及“新型高效节能配网设备开发关键技术及应用”申报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新一代多功能移动变电站”申报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作为主要成员单位，分别参与了“油

浸式非晶合金研制关键技术与应用”“配电设备智能感知诊断关键技术与应用”2019 年辽宁省科

学技术进步奖、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中国电力科学技术奖、国家电网科技进步奖的申报工作。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0.56 亿元，同比增长 15.03%，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2,318.50万元，每股收益 0.0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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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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附注五、41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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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云翔 

上海置信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8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