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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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杨天峰 外出学习 魏永武 

独立董事 雷海亮 出差 贾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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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城电工 600192 G电工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启龙 周济海 

电话 0931-2316395 0931-2316391 

办公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瓜州路

4800号甘肃国投大厦13楼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瓜州路

4800号甘肃国投大厦13楼 

电子信箱 gwe@chinagwe.com gwe@chinagwe.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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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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55,227,860.99 4,597,613,953.13 9.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944,502,164.24 1,939,439,014.80 0.26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97,224,915.58 -59,949,680.81 -395.79 

营业收入 946,895,111.92 818,208,182.41 15.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9,849,214.24 9,705,277.73 1.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936,422.43 -2,953,784.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5072 0.5018 增加0.005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223 0.0220 1.3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223 0.0220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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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8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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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8.77 171,272,753 0 无 0 

黄泽坚 境内自然人 2.45 10,827,000 0 无 0 

白欣 境内自然人 0.83 3,671,600 0 无 0 

冯文军 境内自然人 0.73 3,211,100 0 无 0 

董慧芬 境内自然人 0.66 2,903,700 0 无 0 

刘占涛 境内自然人 0.46 2,025,886 0 无 0 

安伟 境内自然人 0.32 1,430,000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24 1,078,100 0 无 0 

李建军 境内自然人 0.22 969,000 0 无 0 

孔秀英 境内自然人 0.22 950,315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甘肃电气集团与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公司未

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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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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47 亿元，同比增长 15.7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84.92 万元，同比增长 1.4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93.64 万元，

上年同期为-295.38 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深化内部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改革为抓手，

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

变革，企业整体呈现平稳运行的发展态势。 

1、深化企业改革，激发内生动力，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创新取得新突破。调整思路，变革运营

模式，组织子公司探索采取设立事业部制或成立专业化公司的模式进行运营，实现企业从单一产

品配套商向系统集成服务商转变，从传统制造商向智能制造商转变。调整优化公司组织结构和管

理制度，进一步理顺和完善母子公司关系，做实资源共享平台的建设运行，规范党组织领导体系，

健全激励约束机制，构建统一联动的内部监督体系，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2、坚持市场导向，推进营销创新，营销管理体制改革取得新进展。创新市场模式，拓展销售

渠道，掌握市场动态，利用微视频等线上推广，利用网络商务平台参与市场营销和项目招投标，

市场结构调整取得实效，为实现市场结构转型奠定基础。通过持续推进“四个统一”和“四个共享”

营销战略，集团化发展优势逐渐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积极开展海外市场营销网络布局和外贸平

台建设。 

3、坚持创新驱动，推进科技创新，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取得新成效。加快技术创新，提升竞争

实力，产品结构调整取得实效，为实现技术成果产业化及产品技术升级奠定基础。整合现有科技

资源，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工作。全面推进科技创新，以研发创新提升市场竞争能力。上

半年完成 6 项新产品的鉴定验,其中国际先进 5 项，国内领先 1 项。公司年度 R&D 投入强度持续

提高。上半年共获得授权专利 44 件，其中发明专利 4 件，实用新型专利 36 件，外观专利 4 项；

获得甘肃省机械工程学会科学技术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 

积极推进主导产业系统集成发展，从现有优势产业技术升级、产业链完善、战略新兴产业领

域发展、输配电系统集成和工业自动化系统集成四个方面组织制定了相应产业升级和系统集成技

术实施方案，为公司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强支撑。 

4、整合生产资源，推进资源共享，生产管理体制改革持续推进。有效整合现有生产资源，深

化生产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工作，有序推进生产资源共享及专业化分工协作体系改革，促进专业配

套及生产性服务业产业发展。 

5、整合资金资源，推进资金共享，资金管理体制改革积聚新优势。有效整合资金资源，深化

财务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工作，实现了资金实时监控、动态跟踪、统一调配、集约管理的功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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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资金的使用效能。扩大融资，持续加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合作，争取授信融资额度，保证

公司系统企业正常生产流动资金需求。 

6、整合优势资源，补齐发展短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新进展。产业结构布局调整稳步推

进，有效推进电工电气输配电产业系统集成、工业自动化产业系统集成、新能源汽车产业及专业

配套及生产性服务业产业协同发展；全面开展对标管理；持续推进对外合作和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7、强化项目建设，突出装备升级，生产保障能力建设取得新进展。狠抓项目建设，增强发展

后劲，工艺装备升级取得实效，为实现企业全面转型升级奠定了基础。国家重点实验室项目建设

和运行有效开展，已完成实验室大楼主体建设，正在进行防雷检测及验收、工程竣工结算审计、

装修、实验平台调试等工作；“陆用除雪动力装置创新项目”完成省级重大专项申报。 

8、加强合作，形成发展合力。本着“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求真务实、协同创新的宗旨”，与

甘肃电气集团、北京林业大学三方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北京林业大学人才智力、技术信息、

学科专业等优势为依托，积极探索以企业为主体，成果转化和产业应用为目标的产学研结合机制，

促进校企融合。 

9、强化内部管理，持续强基固本，整体基础管理水平得到新提升。以制度体系建设提升管理

水平，以质量提升促进市场准入开发，以信息化促进企业管理转型升级，以开展风险管理化解经

营风险，以完善薪酬分配健全激励机制，以防控安全生产及维稳促进健康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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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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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