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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28                    证券简称：思源电气                        公告编号：2020-045 

思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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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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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源电气 股票代码 00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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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林凌 

办公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华宁路 3399 号 

电话 021-61610958 

电子信箱 IR@SIE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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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0,758,905.56 2,411,801,275.60 21.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60,991,722.93 192,247,586.42 13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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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25,440,079.79 181,441,921.39 134.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24,088,928.39 -201,450,403.76 -60.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1 0.25 144.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1 0.25 144.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73% 4.12%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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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98,709,996.08 8,845,146,505.02 4.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438,780,124.82 5,042,214,012.32 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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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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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增平 境内自然人 17.27% 131,444,820 0   

陈邦栋 境内自然人 12.66% 96,383,042 0   

李霞 境内自然人 3.60% 27,380,000 -9,669,997   

杨小强 境内自然人 3.35% 25,463,791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04% 23,111,76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74% 13,242,577 -27,733,156   

汤兰芳 境内自然人 0.75% 5,732,387 -39,70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信中证

5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7% 5,075,432 2,606,155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五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5% 4,939,907 4,939,907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三零三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0% 3,822,148 3,822,14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董增平和陈邦栋通过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杨小强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5,439,791 股外，还通过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4,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5,463,791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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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思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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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公司围绕年度目标及任务，持续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积极开拓

市场，深化内部管理，提升产品质量。2020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9.31亿元，同比增长21.52%；

实现净利润4.61亿元，同比增长139.79%。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整体毛利率为34.24%，比上

年同期提高4.95个百分点。 

2020年上半年，公司持续开拓国内市场，巩固并提升主要客户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在主流

产品上的市场份额。公司积极发展发电、轨道交通、石化、冶金等行业市场。公司产品成功

中标中广核汕尾甲子海上风电工程，该工程为国内单体容量最大的海上风电项目，公司将为

该工程提供国内海上风电领域第一套550kV GIS和容量最大的动态无功补偿设备SVG。国家“十

三五”规划重点工程拉林铁路、“云端上的电网”阿里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国家电网“三

区两州”深度贫困地区电网工程等重点项目的顺利交付，得到了用户的一致好评，积极响应

了国家“新基建”发展战略。2020年上半年，公司订单稳步增长，国内新增合同订单不含税

金额为30.48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8.01%。 

2020年上半年，在海外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公司在做好海外防疫措施的同时积极开拓海外

市场，海外单机合同额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在执行的EPC项目部分受到疫情影响进度有所延

缓。菲律宾、赞比亚、博兹瓦纳和尼日利亚出现疫情管制出现阶段性停工，对项目进度计划

影响较大。目前所有海外EPC项目均已恢复生产。 

在新业务方面，超级电容器在乘用车上的应用进展顺利。为乘用车客户开发的超级电容启

停模组在上半年已完成相关验证工作，通过了客户的PPAP审核，正式进入量产阶段，累计出

口发货量已超过2万套；用于乘用车的48V模组控制器及ADAS后备电源控制器已获客户定点，

进入产品开发阶段。 

2020年上半年公司经营受到了疫情的不利影响，公司坚持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前提下，

围绕“提升质量、降低成本、敏捷交付、优质服务”，开展全过程质量、交付和运营效率的

改善提升工作，以优质的产品质量和快捷交付服务来满足客户需求。 

展望下半年，公司将继续围绕年初拟定的目标及任务，持续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

积极开拓市场，深化内部管理，提升产品质量，争取以良好业绩回报广大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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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号）（以下统称“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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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准则”）的要求，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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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董事长决定，公司子公司上海思源光电有限公司于 2020年在上海设立了上海源

胧软件有限公司，持股 100%，实缴出资 10万人民币（认缴出资 100万人民币）。 

 

 

思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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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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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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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