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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06                         证券简称：大连电瓷                        公告编号：2019-061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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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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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电瓷  股票代码 002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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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欣 杨小捷 

办公地址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双 D 港辽河东路 88 号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双 D 港辽河东路 88 号 

电话 0411-84305686 0411-62272888 

电子信箱 zqb@insulators.cn yangxj@insulators.cn 

2、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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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990,159.59 321,119,325.96 -5.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955,536.34 4,497,705.16 188.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9,222,620.01 704,119.57 1,209.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136,967.06 32,425,483.96 -14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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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18 0.011 189.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18 0.011 189.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5% 0.50%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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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0,374,356.21 1,323,356,258.61 3.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88,560,791.35 875,605,255.01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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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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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锐奇信息技术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03% 93,830,000 0 质押 40,000,000 

刘桂雪 境内自然人 8.01% 32,623,754 0   

周忠坤 境内自然人 2.53% 10,310,504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4% 5,443,200 0   

李峥 境内自然人 0.87% 3,541,198 0   

徐建业 境内自然人 0.48% 1,952,600 0   

秦明 境内自然人 0.43% 1,753,300 0   

刘春玲 境内自然人 0.42% 1,727,666 0   

陈绪中 境内自然人 0.39% 1,609,028 0   

丁玉雄 境内自然人 0.30% 1,223,5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陈绪中通过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股份 1,547,328 股，通过个人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61,700 股，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 1,609,02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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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杭州锐奇信息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变更日期 2019 年 03 月 15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具体详见 2019 年 3 月 19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刊载的《大

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完成过户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4）。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9 年 03 月 19 日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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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应坚 

变更日期 2019 年 03 月 15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具体详见 2019 年 3 月 19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刊载的《大

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完成过户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4）。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9 年 0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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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18年下半年开始，国内电网建设尤其是特高压建设规模有所复苏，为企业发展创造了条件，从总

体看，绝缘子领域市场需求稳中向好，但行业内厂家竞争更加激烈。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年初制定的经营

目标和发展规划，公司紧抓市场机遇，着力应对竞争，严格控制成本，细化过程控制，以质量建口碑，以

效能强实力，为企业下一步发展积蓄了力量。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0,299.02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5.65%，经营规模基本稳定；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295.5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88.05%，盈利能力明显上升；截至本报

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37,037.44万元，同比增长3.5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88,856.08万元，同

比增长1.48%。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开展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1、市场维护 

国内市场，公司紧跟重大项目进度，以长期以来形成的品牌观念以及过硬的产品质量为推介核心，积

极促进用户沟通，努力提升销售服务质量，在项目竞标中采取灵活的竞标策略，保持了主动，并在重大项

目竞标中巩固了市场地位。国际市场，公司一方面加强售后服务，夯实老用户群，另一方面着眼于东南亚

等新兴市场，挖掘新客户。经过努力，公司与国家电网公司旗下的中国电力技术装备有限公司建立了业务

往来，从而为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打下良好的基础。 

2、研发创新 

公司始终重视研发创新能力，并将其作为公司核心竞争优势，以创新求成本，以创新求质量。公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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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正针对现阶段市场环境，以成本控制为目标，从科学配方、工艺改进等方面着手，分析各类配方不同批

量生产的边际成本水平，尤其在上游原料供应紧张的预期下，储备研发新型产品配方，以备使用。 

3、生产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将规模订单形成的生产压力转化为企业展示的机遇，生产中科学排产、严把质量关，

做好售后服务，确保完成国家重点项目的供货任务。同时，强化成本控制，将精益管理、成本领先的工作

理念深入贯彻到经营活动的各个环节，并在多角度、大范围推动供产销协同管控，围绕降低过损、提高效

能、优化质量、减少浪费的核心理念，提高企业效益。 

4、业务拓展与管理 

为确保公司按照“集团管控、主业并行”的经营架构健康运行，报告期内公司一方面针对集团内部业

务以及母子公司运作等进行了管理流程优化，确保经营活动高效率运转，使得内控体系达到权责一致、运

行顺畅、执行有力、管理科学的目标。另一方面，公司在立足绝缘子主业稳定的前提下，扩大了公司经营

范围，在原有经营范围的基础上增加了“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开发及技术服务；电子设备的研发、制造和销

售；工程管理服务、工程技术咨询”经营范围；并在杭州成立了“浙江大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公司多

主业运营，提升企业规模和竞争实力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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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

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其具体变化为：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

务模式”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

成本计量的金融资 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及“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修改为“预

期损失法”， 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从而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 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

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当期损益；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套期会计准则更加强

调套期会计与企业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机结合，更好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除上述项目变动影响外，

该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报表的追溯调整。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企业应当按照规定对金

融工具进行分类和计量，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本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金融工具原 账

面价值和在本准则实施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应当计入本准则实施日所在年度报告期间的期初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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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② 公司根据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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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财务报表的列报进行调整：资产负债表 :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

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两个项目；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

两个项目；新增“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反映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

账款等。 利润表:新增“信用减值损失”项目，并将“资产减值损失”、“信用减值损失”调整为计算营

业利润的加项，损失以“-”列示，同时将位置放至“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之后。 现金流量表 :明确了政

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其他与经

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的填列

口径，“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反映企业发行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

的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额。该项目根据金融工具类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③ 公司根据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 8 

号）的有关要求，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会计政策进行了调整：在准则的适用范围方面，将应适用其他准

则的交易进行了明确。明确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时点，对于换入资产，企业应当在换入资产符合资

产定义并满足资产确认条件时予以确认；对于换出资产，企业应当在换出资产满足资产终止确认条件时终

止确认。在货币性资产定义方面，强调收取固定或可确定金额的权利。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具有商业实质，

或者虽具有商业实质但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时，同时换入的多项资产的，换出资产的账面价

值总额的分摊依据，在“换入资产的原账面价值的相对比例”基础上增加“其他合理的比例”。 附注披

露内容增加“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是否具有商业实质及其原因”。  

④ 公司根据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 9 号）

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了调整：在债务重组定义方面，强调重新达成协议，不再强调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

债权人作出让步，将重组债权和债务指定为《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范的金融工

具范畴。重组债权和债务的会计处理规定与新金融工具准则相互呼应。对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方式进行

债务重组的，明确了债权人初始确认受让的金融资产以外的资产时的成本计量原则。明确了债权人放弃债

权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信息披露方面删除了对或有应收和或有应付的披露、公允价值的确定方法及依据。

对债权人增加了债务重组导致的对联营或合营企业的权益性投资增加额及投资比例的披露，对债务人增加

了债务重组导致的股本等所有者权益增加额的披露。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不存在追溯调整事项，对公司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均

不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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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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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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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应  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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