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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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胜股份 60097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夏成军 张庶人 

电话 0514-88248910 0514-88248896 

办公地址 江苏宝应安宜镇苏中路一号 江苏宝应安宜镇苏中路一号 

电子信箱 bsxcj@vip.sina.com bszsr@baoshe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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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6,905,537.97 16,660,110,325.42 14.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716,984,325.04 3,662,261,762.81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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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688,757.02 -155,921,681.93   



营业收入 14,706,463,796.92 15,276,979,180.05 -3.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03,869,562.76 81,716,751.34 27.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95,256,799.76 78,858,308.62 20.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80 2.22 增加0.5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85 0.067 26.8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85 0.067 2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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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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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胜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26.02 318,003,448 0 无 0 

新疆协和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9.71 118,670,400   无 0 

深圳潇湘君佑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5.00 61,085,700 0 质押 12,800,000 

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4.42 54,000,000 0 无 0 

中航新兴产业投资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4.42 54,000,000 0 无 0 

李明斌 境内自

然人 

0.91 11,165,000 0 质押 7,020,000 

孙荣华 境内自

然人 

0.88 10,785,906 0 无 0 

东莞市中科松山湖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其他 0.67 8,201,250 0 无 0 

阙清华 境内自

然人 

0.44 5,362,050 0 无 0 

夏重阳 境内自

然人 

0.43 5,300,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本公司未知其他总股本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也未知其相互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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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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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科技创新工作情况 

1.新产品、新工艺、新装备研发加快。上半年共收到科技项目申报 265 项，通过 235项目，

其中新产品研发项目 152 项，工艺改进项目 70 项，装备研发项目 13 项。上半年共实际完成 45

项，形成销售 3.75 亿元；申请专利 43件，其中发明专利 8件，获授权专利 4件，其中发明专利

1件。与科研院所进行产学研合作 24个。 

2.重点项目建设不断推进。加快实施海底电缆、高分子材料、智能网络等项目，其中智能网

络电缆一期、宝胜宁夏电缆、110kV变电站等一批项目已建成投产。智能网络电缆已形成 90万箱

/年的生产能力；海缆项目取得交通部码头岸线批文，关键工程交联立塔顺利封顶，26 万平米厂

房已建成。同时，宝胜上海、宝胜山东、宝胜宁夏、宝胜四川和东莞日新项目等一批新建项目得

到有效实施。 

3.专项申报取得较好成效。新一代核电电缆及关键材料项目获得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支

持 800 万元，高分子材料项目获国家贷款贴息支持 750 万元，精密导体公司获市培优做强专项资

金 500 万元。特种电缆及材料重点实验室、企业院士工作室运行良好，绩效评估获优良等级，取

得补助资金 110万元。 

（2）市场开拓情况 

1.主体市场不断扩大。上半年股份母公司实现电线电缆新签合同 145.8亿元，同比增长 13.7%，

排产合同 138.5亿元，同比增长 16%。在电力能源、轨道交通等主体市场共新签合同 50.7亿元、

排产合同 46.3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3.1%、27.4%。在电网市场，实现新签合同 28.7亿元、排产

合同 26.5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0.1%、18.3%。在电力市场，继宝胜股份之后，宝胜山东公司也

获得了国家电网 110kV、35kV 产品的“一纸证明”，目前在手订单近 13 亿元。在铁路和轨道交通

市场，紧抓国家加大铁路、轨道交通建设的机遇，成功中标武九铁路、银西高铁等，特别是地铁

市场，公司以 B1类电缆新产品营销为抓手，推进与相关设计院所和业主及承建单位的沟通交流，

先后中标了贵阳地铁、石家庄地铁、郑州地铁、武汉地铁 5 号线等多个项目，实现铁路轨道交通

及地铁项目新签合同 13.7亿元，排产合同 10.3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71.5%、56.8%。 

2.三重市场不断突破。公司在三重市场以及标志性工程上成功中标青岛上合峰会、江苏省第

十九届运动会、首届进博会，以及北京新机场、青岛机场、浦东机场等重点形象工程，并与恒力

石化签订近 10亿战略框架合同，完成排产 8亿元。 

3.专项市场不断强化。在高铁市场，去年 9 月份受邀参加国家铁路总局召开的动车组关键零



部件国产化专题会议，并在唐车完成和谐号动车组 120 公里实际运行测试，获得高铁第一单并正

式装车；获得长客供应商资质，开始装车试用考核。B1类电缆在西安等多个地铁项目成功运用，

同时经过推介，广州、天津、重庆、北京等多个新地铁项目设计时就选用了 B1电缆。海上风机电

缆，宝胜首次以系统供货的形式获得首张西门子 4MW（10 套）海上风电项目订单。电梯市场，成

为蒙哥玛丽电梯和希姆斯电梯主力供应商，目前已经交付 400 多台套。在航空市场，与 601 所签

订了“航空线束设计战略合作协议”，为其提供线缆 EWIS 设计；与商飞合作进一步深化，样品已

经送检并获得商飞公司费用支持，相关工作获得商飞领导高度肯定，宝胜成为商飞 C919大飞机国

产化的第一批供应商。在核电市场，用于“华龙一号”的壳内动力、控制和仪表电缆取得积极进

展，填补了国内空白，预计将在国内后续新的核电机组上批量推广使用。 

（3）企业管理情 

1.加强企业各类体系建设。宝胜股份通过二级安全生产标准化复评；宝胜山东通过二级安全

生产标准化达标验收；宝胜宁夏获评宁夏回族自治区“质量百强企业”，并通过质量体系外部审核；

东莞日新公司通过航空质量体系认证；宝胜上海公司通过质量体系外部审核。 

2.加快推进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管理平台、订单管理平台、应收账款管理平台得到进一步

完善提升，“数字化”工厂、ERP 升级、CAPP 升级等信息化系统建设加快，“数字化”工厂在全公

司进行了全覆盖。 

3.依法治企得到了强化。为强化风险管控，公司围绕法律风险防范体系建设，出台了《合同

管理规定》、《合规管理制度》、《违规投资经营问责暂行规定》、《宝胜股份营销员为驻外子企业签

订合同的管理规定》、《项目营销授权规定》等一系列经营管理规定，严控企业经营的各个环节风

险，特别是在合同评审、合同执行、货款管理、印章管理、合同原件管理上进行了明确规定，严

把合同签订关和履行关，严控子企业违规经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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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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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