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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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电南瑞 600406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方飞龙 章薇 

电话 025-81087102 025-81087102 

办公地址 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诚信大

道19号 

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诚信

大道19号 

电子信箱 fangfeilong@sgepri.sgcc.com.cn zhang-wei3@sgepri.sgc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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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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52,648,100,317.95 52,339,859,775.48 52,339,859,775.48 0.5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7,342,375,418.94 27,784,282,971.66 27,784,282,971.66 -1.59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4,970,479.59 -1,078,536,079.74 -1,129,027,079.74 不适用 

营业收入 10,934,163,713.05 10,557,284,622.08 10,557,607,120.86 3.5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201,296,984.08 1,352,306,718.01 1,352,306,718.01 -11.1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113,538,297.64 1,069,613,508.77 1,069,613,508.77 4.11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4.27 6.13 6.13 

减少1.86个

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6 0.31 0.31 -17.0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6 0.31 0.31 -17.09 

注 1：根据 2018 年 9 月 7 日财政部发布的《关于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

的解读》，代扣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应计入“其他收益”，且需要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

调整。因此将 2018 年同期计入营业收入（其他业务收入）的代扣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金额

322,498.78 元调整至其他收益。 

注 2：根据 2018 年 9 月 7 日财政部发布的《关于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

的解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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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

均作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列报。因此将 2018 年同期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50,491,000.00 元由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调整至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注 3：报告期内，公司完成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共授予限制性股票 38,451,000 股，授予价

为 9.08 元/股，授予日公允价为 19.23 元/股，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7 号，计算基本每股收益

的加权平均股数为 4,583,664,125 股。经测算限制性股票激励事项目前不具有稀释性，因此稀释每

股收益与基本每股收益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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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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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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瑞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1.78 2,393,266,322 1,397,032,461 无 0 

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5.45 251,732,772 251,732,772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4.97 229,928,666 0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2.97 137,351,814 0 无 0 

沈国荣 
境内自然

人 
2.60 120,200,000 0 无 0 

上海重阳战略投资有限公司 未知 1.68 77,548,467 0 无 0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

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1.62 75,046,904 0 无 0 

泰达宏利基金－招商银行－

泰达宏利国创投资 1号定增资

产管理计划 

未知 1.20 55,355,628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未知 0.98 45,173,100 0 无 0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团体分红－018L－

FH001沪 

未知 0.91 42,078,311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南瑞集团为本公司的控

股股东，南瑞集团为国网电科院全资子公司； 

（2）除上述情况以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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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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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今年以来，国电南瑞全面贯彻落实年度股东大会的决策部署，围绕年度目标任务，锐意进取、

担当作为，深化科技创新和内部改革，加快推进新业务拓展和重大项目实施，报告期内企业保持

稳健发展的良好势头，公司本期实现营业收入 109.34 亿元，同比增长 3.57%，归属于母公司净利

润 12.01亿元，同比下降 11.17%，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1.14亿元，同比

增长 4.11%，基本每股收益 0.26元。本报告期内的重点工作情况如下： 

（一）科技创新取得新进展 

积极支撑国网公司泛在电力物联网建设，组建专项攻关团队，加大专项研发投入，全面参与

国网公司泛在电力物联网建设顶层方案和专项方案设计，承担江苏物联网云主站、上海“三站合

一”等示范工程建设，支撑全国首座智能全感知变电站物联网示范工程顺利投运。开展重大关键

技术攻关，加快示范工程建设，完成±800kV 特高压柔直换流阀阀组首版样机试制、新一代调控

系统技术平台和原型演示系统开发，成功研制基于国产 CPU的工控计算平台、“瑞盾”嵌入式操作

系统。获工信部工业信息安全感知评估技术重点实验室授牌。上半年获各级各类科技奖励 38项，

其中省部级以上奖励 21 项。获专利授权 158 项、软件著作权登记 101 项，发表核心论文 70 篇，

其中国际论文 14篇。 

（二）市场开拓取得新成效 

密切跟踪相关行业市场需求，聚焦主要行业客户战略转型的新机遇，加大市场营销力度，市

场开拓取得新成效，行业龙头地位进一步加强。电网自动化及工业控制方面，国网市场集招份额

同比提升，签订上海等 3省市精准切负荷、天津等 5 省市调度系统、甘肃等 5省市电力现货市场、

重庆港口岸电、重庆、宁夏等地租赁项目，中标国内首套采用云平台技术的上海配电主站。南网

市场合同额大幅增长，成功签约深圳调度系统、广东低压可视化示范工程等重大项目。市政交通

市场拓展加快，中标苏州公交充电站 EPC 建设，深圳、北京、常州等 3 地轨道交通，成都天府国

际机场空管工程等重大项目。继电保护及柔性输电方面，高份额中标陕北～武汉、青海～河南特

高压直流工程项目控制保护、换流阀、调相机等产品。信息通信业务方面，全面跟踪泛在电力物

联网项目，大力拓展信息通信运维、监管及咨询服务、信息安全业务，签约江苏综合能源服务能

效监测示范项目，实现客户侧泛在电力物联网突破。落地上海电力公司多站融合、江苏等 3 省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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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专网、蒙东电力公司智慧供应链、宁夏电力公司供电服务指挥系统等一批重点项目。发电及水

利环保方面，签约雅砻江两河口水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云南大唐生产集控中心集控主站系统，

中标国电投新能源预制舱升压站集成总包、乌东德水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鲁能如东等 8 个海上

风电二次总包等项目。国际市场方面，承建巴西、菲律宾变电站扩建工程及希腊静止同步补偿器

供货项目，与俄罗斯电网签订数字化电网建设合作协议，适应海外市场的保护控制产品 PCS S 系

列产品全面进入厄瓜多尔、智利和瑞士市场，控保等产品通过 22项国际认证测试。 

（三）生产能力持续提升 

生产能力和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持续提升，完善生产计划管理，加快安全管理责任体系建设，

强化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策划和现场监督，企业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支撑浙江、甘肃、内蒙古、广

东电力现货市场试运行，以及长江流域港口岸电实验区整体投运，有序推进张北柔直电网工程、

江苏物联网云主站示范工程、上海张江科学城三站合一试点工程、苏通 GIL 综合管廊工程、巴西

美丽山二期特高压直流送出、希腊变电站成套供货等重大重点项目实施。 

（四）经营管理切实加强 

深化企业内部改革，优化企业负责人业绩考核与激励体系，圆满完成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

授予登记，有效调动企业员工干事激情和创新动力。深入实施“去提创”，深化内部业务整合，有

序推进募投项目建设。开展多维精益管理体系建设，优化预算管理体系，大力推进增收节支，夯

实资金管理安全。依法治企业不断深化，全面启动合规管理体系建设，切实防范风险。 

（五）党的建设不断加强 

坚持党建引领，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加强政治建设和专题学习，深

化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打造一批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担当作为的专业

化、高素质干部队伍，和谐企业建设持续加强。 

下半年，国内外经济形势依然复杂严峻，能源电力行业的开放共享、智能互联发展态势愈加

明显，电力设备行业结构性调整持续深化，国电南瑞将立足主业，加强产业顶层设计和规划引领，

加大科研投入和科技创新，强化要素资源集聚协同，围绕泛在电力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综合能

源服务、海上风电、智慧消防、智慧能源、储能、直流配电网等重点领域，加快新兴产业拓展和

外部合作，大力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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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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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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企业

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本公司自 2019 年 1月 1日起施行前述准则，并根据前述准

则关于衔接的规定，于 2019年 1月 1日对财务报表进行了相应的调整，详见附注三、35.（3）首

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新收入准则、新租赁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2、根据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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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本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如下相应调整： 

（1）将 2018 年 12 月 31 日“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19,176,126,874.30 元分拆为“应收票

据”1,743,120,172.90 元和“应收账款”17,433,006,701.40 元。 

（2）资产负债表增加“应收款项融资项目”用于反映资产负债表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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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2018 年 12 月 31 日“应收票

据”1,743,120,172.90 元于 2019年调整至“应收款项融资项目”。 

（3）将 2018年 12 月 31日“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15，013,205,217.46元分拆为“应付票

据”1,730,579,140.44 元和“应付账款”13,282,626,077.02 元。 

（4）将 2018年 1-6月计入管理费用的自行开发的无形资产的摊销的金额 569,793.82 元调整

至“研发费用”列示。 

（5）利润表将原“信用减值损失”、“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计算营业利润的加项，损失以

“-”列示。 

3、根据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 号）要

求，公司自 2019年 6月 10日起执行该准则，对公司期初财务数据无影响。 

4、根据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要求，公司

自 2019年 6月 17日起执行该准则，对公司期初财务数据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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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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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冷俊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9 年 8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