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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39                               证券简称：积成电子                         公告编号：2019-027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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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18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已回购

股份后的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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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成电子 股票代码 002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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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斌 刘慧娟 

办公地址 济南市花园路东段 188 号 济南市花园路东段 188 号 

电话 0531-88061716 0531-88061716 

电子信箱 yaobin@ieslab.cn liuhuijuan@ieslab.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包括电网自动化（含电网调度自动化、变电站自动化）、配用电自动化和发电厂自动化设备与系统、公用

事业自动化设备与系统产品的软件开发、生产和系统集成。在电力自动化领域，公司产品线覆盖了电力系统发、输、变、配、

用、调度各个环节，是国内少数几家能够提供智能电网自动化整体解决方案的厂家之一；在新能源领域，公司能为风、光等

可再生能源提供自动化控制整体解决方案；在公用事业自动化领域，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水务和燃气行业，具备全方位的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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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水务解决方案和智能燃气解决方案的集成能力；在能源管理领域，为重点高耗能企业、公共建筑、工业园区的精细化、规

范化运营提供全套节能解决方案，为政府节能主管部门、节能监察机构提供用能监察信息化管理系统。 

公司拥有独立的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体系，根据市场需求和行业趋势进行生产和研发工作。公司目前是以订单方式

组织生产，电力自动化产品主要通过国网公司和南网公司自主招投标或委托专业招标公司组织招投标的方式进行销售，公用

事业自动化产品主要通过直销或燃气、水务公司自主招标的销售形式。 

公司所处行业涉及城市公用事业、能源管理、信息安全等相关业务领域，与十三五规划中的改善民生环境、节能减排、

智慧城市建设等鼓励政策息息相关。公司凭借在智能电网、智慧水务、智能燃气等自动化行业积累多年的研发、实施经验，

市场已遍及国内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300多个地区，是国内配电网自动化产品的主要供应商之一和国内最大的燃气自动化

系统供应商。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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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1,961,886,218.20 1,618,513,019.91 21.22% 1,421,634,976.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3,398,882.15 71,528,907.65 2.61% 78,984,466.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4,387,928.53 65,746,325.59 13.14% 69,649,136.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9,232,679.43 25,983,910.06 820.70% -166,373,669.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9 0.00% 0.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9 0.00% 0.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4% 4.47% -0.33% 5.27%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3,751,571,860.87 3,601,510,235.18 4.17% 2,920,450,183.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04,661,668.26 1,747,081,914.01 3.30% 1,529,846,780.3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89,960,247.87 493,309,046.03 490,362,822.93 788,254,10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247,815.18 54,353,667.12 34,290,188.14 37,002,842.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4,947,921.51 53,236,840.48 33,477,795.07 42,621,214.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902,544.62 13,185,852.85 37,012,460.85 248,936,910.35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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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3,95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5,350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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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国有资

产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4.98% 19,600,566 0   

杨志强 境内自然人 4.15% 16,321,200 12,240,900 质押 3,320,000 

张跃飞 境内自然人 4.14% 16,298,000 0 冻结 16,298,000 

王良 境内自然人 3.98% 15,663,800 11,747,850   

严中华 境内自然人 3.98% 15,662,400 12,646,800 质押 8,759,999 

冯东 境内自然人 3.97% 15,642,200 11,731,650 质押 14,950,000 

中财金控投资

有限公司－赣

州市熠石股权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其他 3.76% 14,800,000 0   

王浩 境内自然人 2.60% 10,233,000 9,924,750 质押 2,360,000 

山东大学威海

分校电子系统

实验所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8% 8,591,090 0   

张志伟 境内自然人 1.94% 7,654,4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截至报告期末，前十大股东中杨志强、王良、严中华、冯东、王浩、张志伟为一致行动人（2019

年 3 月 15 日已解除一致行动关系）；股东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张跃飞、中财

金控投资有限公司－赣州市熠石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电子系统实验

所之间以及与前述一致行动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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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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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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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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全社会经济持续推进供给侧改革，电网公司加快发展模式调整与混改进程，积极推进向综合能源服务转型升

级，电网投资逐步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相关电力设备的招标规模出现不同程度的波动。面对宏观经济增速下滑的大

环境，公司全体员工锐意进取，加快新一代电力自动化产品的市场化推广，积极提升供应链运营效率，完善精细化管理模式，

全年实现营业总收入196,188.62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339.89万元，同比增长2.61%。 

报告期内，公司电力自动化业务合同额和回款额再创历史新高，全年新签合同额17.2亿元。从销售区域看, 公司签订国

家电网项目合同额9.6亿元，其中国网集中招标项目合同额4亿元，大区自签合同额5.6亿元；南方电网项目合同额5.9亿元，

同比增长46.7%。从产品结构看，受益于城乡配电自动化规划建设的持续推进和智能一、二次成套开关融合带来的市场机会，

配电终端类产品以及配网一体化成套开关合同额大幅增长，全年签订合同额7.2亿元；变电站自动化及用电信息采集类产品

小幅增长。报告期内，配网主站产品成功中标临汾、长治、运城多个地市级项目；公司承建的济南、青岛“多表合一”示范

区项目高质量地通过国网公司综合评价验收，并配合山东电力公司创建完成全国首个“多表合一”信息采集省级地方标准体

系。新能源业务方面，公司完全基于大数据架构的风电集控系统在河南大唐发电集团正式启用，创新风力发电管理模式，各

项业务指标国内领先；加快智能充电业务领域的布局，顺利实施福建厦门机场充电设施项目，承建贵州贵阳、龙里等多个地

市充电站EPC工程，中标长安汽车充电桩年度框架项目，投建的山东乐陵城市公交大型新能源快速充电站、河南政府办公楼

停车场充电站成功上线运营，公司智能充电综合解决方案进一步得到市场认可。 

报告期内，公司公用事业自动化业务稳健发展，客户满意度和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青岛积成承建的水质监测预警平

台项目及新上市的全电子超声波和无线物联网水表得到行业专家高度认可；超声波智能仪表的研发及国际化合作进展顺利，

与超声波计量传感器的全球领导者AMS携手合作，共同向全球发布“iESlab&ams”联合品牌的超声波水表和燃气表计量模组，

并在德国和中国分别设立超声波流量计量技术支持中心，为下一步公用事业自动化产品走向国际市场迈出重要的一步。 

报告期内，公司入围山东省重点大数据骨干企业名单；顺利通过CMMI5软件成熟度认证，研发管理水平再上新台阶；获

得ISO20000IT服务管理体系认证，为公司拓展海内外信息系统的运维市场提供了强有力的资质保障；新研发的6款智能电能

表顺利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智能电表产品线进一步得到扩充；获得国资委商业信用中心颁发的

信用评价AA+等级证书，为今后拓展行业外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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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获得26项发明专利、23项实用新型专利、5项外观设计专利、74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公司就

地化保护在多地实现挂网试运行，为就地化保护产品后续的研发和应用推广，跻身行业第一梯队打下良好的基础；公司新研

发的iES-CMU综合测控通信单元、iES-DAL203测控单元顺利通过山东省科技成果鉴定，整体技术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变电站自动化 282,814,783.29 63,368,732.74 22.41% -26.12% -30.55% -1.43% 

电网调度自动化 115,350,192.02 58,179,892.53 50.44% 0.06% 2.15% 1.04% 

配用电自动化 1,099,144,587.49 298,474,542.45 27.16% 38.91% 7.38% -7.97% 

公用事业自动化 309,020,506.85 115,084,002.63 37.24% 24.38% 8.39% -5.50%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按业务年度口径汇总的主营业务数据 

□ 适用 √ 不适用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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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及其解读和企业会

计准则的要求编制2018 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本公司于2018年10月2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2017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 44,393,287.09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408,532,151.24 

应收账款 1,364,138,864.15 

应收利息  其他应收款 74,728,24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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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股利 175,290.76 

其他应收款 74,552,952.86 

固定资产 266,365,110.09 固定资产 266,365,110.09 

固定资产清理  

在建工程 25,956,731.35 在建工程 25,956,731.35 

工程物资  

应付票据 110,458,688.61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600,440,221.25 

应付账款 489,981,532.64 

应付利息 1,031,250.00 其他应付款 18,674,985.97 

应付股利 3,238,373.70 

其他应付款 14,405,362.27 

长期应付款 97,434,931.16 长期应付款 97,434,931.16 

专项应付款  

管理费用 280,968,399.87 管理费用 215,095,778.41 

研发费用 65,872,6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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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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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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