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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00                           证券简称：许继电气                           公告编号：2020-33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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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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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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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继电气 股票代码 00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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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桂龙 王志远 

办公地址 河南省许昌市许继大道 1298 号 河南省许昌市许继大道 1298 号 

电话 0374-3213660 0374-3219536 

电子信箱 gszl@xjgc.com,xjdqzqb@163.com gszl@xjgc.com,xjdqzqb@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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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4,142,287,076.41 3,054,487,770.49 3,317,460,801.45 24.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54,342,405.40 173,522,982.59 196,073,418.74 80.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88,698,515.95 168,277,126.04 170,206,277.78 69.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1,611,269.93 -55,320,729.80 -26,001,219.90 -483.0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14 0.1721 0.1945 80.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14 0.1721 0.1945 80.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3% 2.22% 2.42% 增长1.71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5,898,490,461.42 14,191,400,180.03 16,018,560,083.91 -0.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306,631,828.30 7,876,514,409.32 8,407,432,084.56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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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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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3.26% 436,163,26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8% 27,047,01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2.14% 21,613,3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51% 15,212,39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

中证央企创新驱动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9% 7,952,863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74% 7,447,9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74% 7,447,90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74% 7,447,90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

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73% 7,346,10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

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69% 6,939,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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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许继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除

上述情况外，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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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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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万元） 
利率 

许继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 2019 年

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 

19 许继 01 149004.SZ 2019 年 12 月 03 日 2024 年 12月 03日 50,000 3.82%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44.32% 44.11% 增长 0.21 个百分点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44.18 91.51 -5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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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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公司管理层带领全体员工攻坚克难，锐意进取，公司保持了健康稳定的

发展态势。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41.42亿元，同比增长24.8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3.54亿元，同比增长80.72%。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取得以下成绩： 

（一）科技创新成果显著 

建立新兴业务培育常态化机制，智能融合终端等新兴业务培育取得重大进展。加快关键

技术突破，岸电变频电源在南京港一次成功投运。新一代牵引供电保护系列产品顺利通过中

铁检验认证中心认证。荣获河南省第二届专利奖三等奖一项。新增授权专利90项，其中发明

专 利 89 项 。“ HVIV3000- ± 535/2000 ± 535kV/1500MW 柔 性 直 流 输 电 换 流 阀 ”

“DCCB-535/3150-25-3 500kV混合式直流断路器”“HVIV3000-±800/3000 ±800kV/5000MW柔

性直流输电换流阀”顺利通过河南省首台套认证；“智慧变电站主辅设备全面监控系统”成功

获得2019年度河南省装备制造业十大标志性高端装备认证。 

（二）市场开拓不断突破 

紧密跟进行业发展方向和客户需求变化，抢抓新兴产业市场机会点，市场开拓取得新成

效。国网集招稳步提升，电能表、充电桩等优势产品市场占有率保持第一；智慧消防控制单

元连续中标。省网市场不断突破，成功中标上海吴淞口游轮码头岸电项目和咸宁港口岸电电

能替代典型示范项目。南网市场快速增长，开关柜、消弧成套、电抗器在广东、广西电网连

续中标；一体化智能监测系统在±800千伏普洱换流站智能监测变电站建设项目中成功中标。

网外市场开发进度加快，大功率直流耗能装置在海上风电送出领域应用；与江铃汽车达成无

线充电系统应用协议；35kV充气柜成功进军“三桶油”市场。开启数字化营销新模式，许继

官方店在阿里巴巴等4家电商平台正式营业，实现产品上线推广。 

（三）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大力推进传统业务优化提升，深化产业“去提创”和产品“能增能减”，确定中高端产品

提升计划；成立电力电子分公司，着力打造国内领先的高中压电力电子解决方案和产品；完

成山东电子100%股权收购，提高了公司智能电表的市场竞争力，实现用电业务规模扩张。积

极培育和发展新兴业务，海上风电柔直送出、智能融合终端等新兴业务培育取得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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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谋划软件平台产品、低压智能断路器等业务发展。 

（四）经营管理更加夯实 

深入推进全流程降本增效，建立健全降本保障机制，优化成本全流程管控架构，加强资

金精益管理，持续提升经营效益。加强生产交付管理，结合市场准确落实产品交货期，统筹

调节生产计划和劳动用工调度，做实做细生产应急预案，提升履约交付能力。加快推进智能

制造，预制舱、保护屏柜、充电桩等智能化生产线顺利投运；新增环网柜、柱上开关智能化

生产线。智能电表智能工厂入选2020中国标杆智能工厂榜单。健全安全责任和双重预防体系，

加大安全奖惩工作执行力度，提升应急处置的针对性和实战化。深度排查潜在质量风险，实

施一把手质量攻关，及时消缺产品质量风险。 

（五）管理变革稳步推进 

深化激励约束机制建设，围绕生产经营全流程，以现金流和利润为导向，将KPI和红线指

标纳入各单位月度考核，考核结果与月度工资挂钩。加快实施员工能进能出，建立核心、骨

干人才库，构建人才培养、选拔、使用动态管理机制，深化考评结果应用，平稳开展员工降

岗、待岗和退出工作。开展“阿米巴”经营模式应用，在试点单位完成市场、生产领域“巴

区”“巴线”裂变孵化，初步建成“分部-单元-巴线”三级运营体系，大力提升运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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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执行新收入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财政部于 2017 年修订发布了《企

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

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报财务报表的企业，

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本公司按照财政部的要求时间开始执行前述新收入准则。 

董事会审批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只涉及资产负债表项目列报和调整，将原“预收款项”调整至“合

同负债”列报。   

项目 调整前 
调整数 

（增加+/减少-） 
调整后 

合并资产负债表：    

预收款项 554,950,327.41 -554,950,327.41  

合同负债  554,950,327.41 554,950,32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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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预收款项 401,317,811.90 -401,317,811.90  

合同负债  401,317,811.90 401,317,81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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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山东电子100%股权的收购，本报告期将山东电子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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