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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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无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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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方股份 60112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郗沭阳 李佳琳 

电话 010-82181000 010-82181000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产业基地四

街9号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产业基地四

街9号 

电子信箱 ir@sf-auto.com ir@sf-au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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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64,495,822.67 5,628,672,464.60 -6.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809,993,133.56 3,972,415,285.58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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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343,881.37 -101,630,201.91   

营业收入 1,384,950,716.11 1,310,984,058.74 5.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292,090.38 33,727,136.34 16.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0,911,894.61 25,965,174.38 19.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9 0.86 增加0.1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92 0.0415 18.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92 0.0415 1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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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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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方电气（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5.12 366,929,706 0 无 0 

洪泽君 境内自然人 4.9965 40,630,000 0 无 0 

北京中电恒基能源技术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4.7 38,196,802 0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3.18 25,891,390 0 无 0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

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7 17,655,401 17,655,401 无 0 

周伟青 境内自然人 1.78 14,451,200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未知 0.96 7,830,800 0 无 0 

杨奇逊 境内自然人 0.79 6,454,680 0 无 0 

王绪昭 境内自然人 0.53 4,315,160 0 无 0 

周伟芳 境内自然人 0.51 4,108,6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杨奇逊先生为公司实

际控制人之一，是控股股东四方电气集团之第一

大股东；王绪昭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是

控股股东四方电气集团之第二大股东；赵瑞航先

生是控股股东四方电气集团之股东；（2）北京四

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是公司回购股份开具的专用证券账户；（3）除上

述情况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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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上半年，受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报告期内，国内 GDP 增

速为 6.3%，国内经济仍存在下行压力，但整体延续了总体平稳的发展态势。随着经济增长的电力

增量需求，及电能替代需求，电力体制、供给侧结构性等一系列改革相关政策的推进，能源电力

领域市场总体平稳向好，新的市场机会仍将不断显现。  

2019 上半年，全国全社会用电量 3398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0%，增速有所回落，部分地

区电力供需偏紧、高峰时段存在电力缺口。电源工程投资完成 1002 亿元，同比增长 3.3%，其中

水电增长 36.4%，风电增长 54.8%；电网工程投资完成 1644 亿元，同比下降 19.3%，预计下半年

电网建设投资可能会加速释放。 

2019 年，国家电网提出了建设“三型两网”的战略目标和“泛在电力物联网”建设规划，并作为

关键环节和重要内容进行推进，同时南方电网提出“数字化南网”转型建设方案，建设业务云、数

字电网、物联网平台。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和经营团队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加强市场销售及产品开发管理，

在内部运营、客户服务、文化建设多方面推动改进与提升，实现营业收入 13.85 亿元，同比增长

5.64%；实现营业利润 0.48 亿元，同比增长 42.5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0.39 亿元，

同比增长 16.50%，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41 亿元，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 

公司积极参加国家电网组织的泛在配电物联网顶层设计研讨并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新一代智

能配变终端产品已中标多个项目；智能运行管控大数据系统等产品已在示范项目中应用并获得好

评。公司与电网客户合作的前沿技术项目，如一键顺控、智能运检、设备状态感知等数十个网省

级科技项目均顺利开展。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稳定拓展： 输变电领域，新签合同额同比增长 23%，市场份额稳

中有升，持续位居行业前列。公司持续跟踪新技术发展动态，保持技术领先，中标国家电网首批



智慧变电站项目，与浙江电网公司合作开发的继电保护大数据系统作为泛在物联网前期示范项目

成果得到推广，公司提供全套控制保护的渝鄂直流工程顺利投入运行。配用电领域，受市场节奏

放缓影响，报告期内收入同比下滑，公司采取综合措施，深化用户合作交流、推进配网一二次融

合应用，持续中标多个项目。参与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配电网广域测量控制系统，已完成主要

开发并在广州示范工程现场部署。随着市场的逐步释放，将会给公司带来更多机会。发电与企业

电力领域，面对光伏市场政策性萎缩、火电新建市场收窄等情况，公司通过加强火电改造市场工

作、深耕风电市场、发挥在水电站过程控制和电气控制的跨专业融合优势等措施，保持了业务规

模稳定。中标三峡集团白鹤滩 16*1000MW 水电站项目，该电站为世界单机容量最大、总装机第

二大水电站。公司与石油石化、钢铁冶金等多行业大型用电企业开展紧密合作，国际市场拓展初

见成效。电力电子应用领域，公司持续整合、优化电力电子业务，聚焦优势领域，新签合同额同

比提升 22%，重点产品应用领域得到进一步扩展，电能质量治理产品，实现了国际铁路项目的应

用突破。次同步产品保持技术领先优势，中标国家能源集团哈密电厂 GTSDC 次同步振荡抑制项

目。 

新产品新技术研发：公司坚持技术研发创新，持续加强研发管理体系建设，同时在智能变电

站、智慧发电、二次设备运管、一二次融合、电能质量治理等领域进行研发投入并取得创新成果。

报告期内，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组织的“四方股份 2019 科技成果鉴定会”获得了圆满成功，包括多位

两院院士在内的 100 多位专家应邀参加了会议，共完成了 12 项科技成果的鉴定，其中 9 项成果

整体国际领先，3 项成果整体国际先进、关键技术国际领先。2019 上半年，公司参与制订和修订

标准发布 10 项，其中 1 项国际标准，4 项国家标准，3 项行业标准，2 项团体标准。 

风险控制管理方面：为提高企业风险防范能力，公司不断完善企业内部风险控制，设置专门

的风险控制机构，针对重要业务事项和高风险领域，开展内部专项审计，对公司重要岗位设置了

任期审计流程，对其所负经济责任履行情况进行内部鉴证和评价。年初，在审计和调研的基础上，

绘制公司战略层面和运营层面的风险地图，针对各项风险，按优先级别启动改进项目，建立并完

善风险管理持续监测和改进的机制。 

企业文化建设方面：公司在大力推动企业经营业绩发展的同时，持续重视企业文化的建设，

坚持“文化先导、战略聚焦、风控护航”的企业管理理念，对公司的企业文化、战略规划、风险控

制进行了梳理与优化。2019 年上半年，继续开展“文化建设”系列活动，通过高管讲文化课、质量

案例研讨、经理人领导力提升项目、高管团队建设与党建活动联动等文化活动，将四方公司文化

与日常工作建立连接，提升企业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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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



金额) 

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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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

报》（财会[2017]14 号）（上述四项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

具准则”）。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

准则，对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作出以下调整：将原分类为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依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规定，分类调整

至“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报

表列报的项目为“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列示金额 2,000,000.00 元，2019

年 1 月 1 日分类调整至“其他非流动

金融资产”，列示金额 2,00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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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

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的非金融企业 2019 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

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公司编制 2019 年半年度及后续的财

务报表将执行财会[2019] 6 号文件的编报要求，主要变更以

下财务报表项目的列报：（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两个项目；“应付

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两个

项目。 （2）利润表新增“信用减值损失”项目，反映企业按

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

〔2017〕7 号）要求计提的各项金融工具信用减值准备所确

认的信用损失。 （3）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列示）”。 

（1）2018年 12月 31日列示金额：“应

收票据及应收账款”2,830,764,586.28

元，其中， “应收票据 ”项目金额

129,136,519.59 元，“应收账款”项目金

额 2,701,628,066.69 元；调整列示为

“应收票据”项目金额 129,136,519.59

元 ， “ 应 收 账 款 ” 项 目 金 额

2,701,628,066.69 元。 

（2）2018年 12月 31日列示金额：“应

付票据及应付账款”1,033,831,106.68

元；调整列示为“应付票据”项目金额

226,530,256.36 元，“应付账款”项目金

额 807,300,850.3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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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秀环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