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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57                              证券简称：三晖电气                     公告编号：2020-057 

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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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勇 独立董事 个人原因  马正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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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晖电气  股票代码 002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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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丽红 孟祥雪 

办公地址 
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经开）第五大

街 85 号 

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经开）第五大

街 85 号 

电话 0371-67391360 0371-67391360 

电子信箱 zqb@cnsms.com zqb@cnsm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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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756,925.77 68,324,484.92 -33.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837,636.13 2,449,113.91 15.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907,766.28 -1,677,029.27 -13.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528,149.19 -39,506,760.12 1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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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2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2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8% 0.53%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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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5,248,720.15 612,262,239.94 -7.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74,286,354.26 484,248,718.13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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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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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文彪 境内自然人 12.47% 15,966,232 11,974,674 质押 4,478,000 

宁波君润恒旭

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13% 9,130,435 0   

武保福 境内自然人 6.24% 7,983,116 0   

杨建国 境内自然人 6.24% 7,983,115 5,987,336 质押 2,400,000 

李小拴 境内自然人 6.24% 7,983,115 0   

刘俊忠 境内自然人 6.24% 7,983,115 5,987,336 质押 1,160,000 

金双寿 境内自然人 6.24% 7,983,115 5,987,336 质押 2,320,000 

刘清洋 境内自然人 6.24% 7,983,115 0   

关付安 境内自然人 6.24% 7,983,115 5,987,336   

宁波恒晖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21% 6,673,70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于文彪、金双寿、刘俊忠存在一致行动关系，三方于 2020 年 3

月签订了一致行动协议。股东杨建国与股东刘清洋为舅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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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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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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峻考验，公司及产业链上下游客户复工延迟，各项业务开展受到较大影响，

公司围绕全年经营目标，采取各项措施，积极提升研发、生产、销售及运营等各方面能力，有序恢复公司

各项经营活动。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4575.69万元，同比减少33.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3.76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15.86%。 

1、稳步推进技术研发，提升整体技术实力 

根据公司总体战略布局，结合行业的发展趋势，不断加强公司的技术研发和技术创新能力，持续进行

核心技术的研发。报告期内，公司运用“智能传感器、数字反馈、智能校准、智能温控”等技术，完成IR46

谐波测试电源、IR46多芯模组化智能电能表系列检测装置等项目的部分研发，多元化开展科技创新工作，

技术实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2、加强管理体系建设，提升组织效率 

面对新冠疫情，公司经营管理层积极应对，强化精细管理，优化研发、销售、生产、质量等环节的流

程，加强各产品部门及子公司间的协同，提升内部运营效率，坚持现金为王，合理减少费用支出，加强回

款管理，降低公司运营成本。上半年度，完成质量和环境管理体系监督审核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转

版审核，同时，强化风险管控意识，开展内部审核、专项审核，无重要内控缺陷发生风险可控，风控工作

卓有成效。 

3、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力度，夯实公司人才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调整和优化经营管理体制，完善治理结构，公司在继续加大人才引进力度的同时，

也积极做好人才培养工作，提升员工职业素养和工作技能，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的人才引进、培养与管理体

系，为公司的长远发展夯实人才基础。 

4、加快推进募投项目建设 

由于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1-4月份公司募投项目实施处于停工状态，导致募投无法按计划完工进行

延期。截止报告期末，募投项目建设已基本完成消防工程、中央空调工程，电梯设备安装工程等项目，内

装已陆续进场。 

5、加大现金分红，共享发展成果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 2019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方案, 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28,000,000 股为基

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全体股东共同分享了公司发展的经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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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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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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于文彪 

 

                                                                2020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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