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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成卫、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海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宋光亚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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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47,061,007.39 22,695,915,302.84 -1.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081,586,757.93 9,051,473,507.38 0.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6.69  6.67 0.3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9,033,415.43 -362,531,100.77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0.26 -0.27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205,380,713.16 1,364,374,875.01 -11.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858,973.59 24,841,748.58 -7.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092,326.15 18,473,302.47 19.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5 0.28 减少 0.0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2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2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

股收益（元/股） 
0.02 0.01 增加 0.01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0.24 0.21 增加 0.03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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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

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352,495.2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57,362.6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25,639.22  

所得税影响额 -202,845.88  

合计 766,647.44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80,84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平高集团有限公司 549,497,573 40.5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34,000,000 2.51  无  国有法人 

叶怡红 28,457,070 2.10  无  境内自然人 

华安基金－工商银行－

国民信托－国民信

托·平高电气定增单一

资金信托 

28,281,427 2.08  无  未知 

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27,000,000 1.99  无  国有法人 

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22,000,000 1.62  质押 11,000,000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13,000,258 0.96  无  未知 

华安基金－兴业银行－

广西铁路发展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11,498,022 0.85  无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239,076 0.68  无  未知 

广州金控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广金资产财富管

理优选 1号私募投资基

金 

8,430,800 0.62  无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股份种类及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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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股的数量 种类 数量 

平高集团有限公司 549,497,573 人民币普通股 549,497,573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4,000,000 

叶怡红 28,457,070 人民币普通股 28,457,070 

华安基金－工商银行－国民信托－国民

信托·平高电气定增单一资金信托 
28,281,427 人民币普通股 28,281,427 

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7,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000,000 

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000,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3,000,258 人民币普通股 13,000,258 

华安基金－兴业银行－广西铁路发展投

资基金（有限合伙） 
11,498,022 人民币普通股 11,498,02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239,076 人民币普通股 9,239,076 

广州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广金资产

财富管理优选 1号私募投资基金 
8,430,800 人民币普通股 8,430,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平高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额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说明 

应收款项融资 257,604,810.42 666,742,425.93 -409,137,615.51 -61.36 
本期票据背书用于支付

货款 

其他流动资产 67,352,962.00 42,688,217.02 24,664,744.98 57.78 本期增值税留抵增加 

长期待摊费用 3,916,124.92 1,122,955.97 2,793,168.95 248.73 本期新增技术使用权 

应交税费 18,344,572.38 128,197,394.95 -109,852,822.57 -85.69 本期缴纳上期税费 

其他综合收益 -3,828,695.61 -11,082,972.57 7,254,276.96 不适用 
本期外币汇率变动幅度

较大 

损益表项目 本期发生数 上期发生数 增减额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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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费用 11,601,843.49 28,240,757.82 -16,638,914.33 -58.92 
本期日均带息负债余额

同比减少 

利息费用 16,820,241.33 31,832,050.90 -15,011,809.57 -47.16 
本期日均带息负债余额

同比减少 

利息收入 2,952,232.72 5,109,141.32 -2,156,908.60 -42.22 
本期日均货币资金余额

同比减少 

其他收益 585,495.20 1,090,000.00 -504,504.80 -46.28 
本期收到政府补助同比

减少 

资产处置收益   1,944.29 -1,944.29 -100.00 本期未发生资产处置 

营业外收入 1,180,757.59 7,386,853.90 -6,206,096.31 -84.02 
上年同期核销长期应付

账款 

少数股东损益 179,746.02 -2,453,825.84 2,633,571.86 不适用 
本期控股子公司净利润

同比增加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

额 
7,254,276.96 925,022.63 6,329,254.33 684.23 

本期外币汇率变动幅度

较大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发生数 上期发生数 增减额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说明 

收到的税费返还   19,371,056.10 -19,371,056.10 -100.00 
上年同期国际工程收到

出口退税款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243,588,271.77 81,997,298.82 161,590,972.95 197.07 

本期收到的保证金同比

增加 

支付的各项税费 137,217,913.62 415,424,697.72 -278,206,784.10 -66.97 本期支付增值税减少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60,306,286.63 169,928,758.27 -109,622,471.64 -64.51 

本期支付的保证金同比

减少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23,869,300.00 7,595,360.00 16,273,940.00 214.26 
本期印度平高收回定期

存款同比增加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

回的现金净额 

  56,200.00 -56,200.00 -100.00 本期未发生资产处置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 

12,098,991.93 30,725,808.60 -18,626,816.67 -60.62 
本期建设项目支付款项

同比减少 

投资支付的现金 18,575,306.00 3,813,200.00 14,762,106.00 387.13 
本期印度平高办理定期

存款业务同比增加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4,650,000.00   4,650,000.00   本期子公司收到注资款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040,988,323.04 367,532,998.88 673,455,324.16 183.24 本期新增超短融资券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674,727,036.87 274,927,841.71 399,799,195.16 145.42 本期到期债务同比增加 

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

东的股利、利润 
130,000.00   130,000.00   

本期子公司支付少数股

东股利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的影响 
-786,504.32 -330,164.15 -456,340.17 不适用 

本期外币汇率变动幅度

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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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 

法定代表人 成卫 

日期 2020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