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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80                               证券简称：圣阳股份                         公告编号：2020-035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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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阳股份 股票代码 002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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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耀 张赟 

办公地址 山东省曲阜市圣阳路 1 号 山东省曲阜市圣阳路 1 号 

电话 0537-4435777 0537-4435777 

电子信箱 zqb@sacredsun.cn zqb@sacredsu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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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7,721,609.64 890,673,611.51 -21.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789,284.40 14,114,198.94 11.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835,454.97 6,055,289.16 29.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755,769.81 -98,936,036.36 107.8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4 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4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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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0% 1.18%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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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0,699,363.62 1,911,485,523.45 -1.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13,055,480.02 1,205,845,719.32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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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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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斌 境内自然人 7.36% 25,704,287 19,278,215   

中民新能电力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09% 17,755,800    

杨龙忠 境内自然人 2.64% 9,217,440    

青岛融实创力

股权投资管理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24% 7,826,086    

高运奎 境内自然人 1.50% 5,249,908 3,937,431   

隋延波 境内自然人 1.43% 4,977,545 3,733,159   

来一飞 境内自然人 1.25% 4,362,100    

孔德龙 境内自然人 1.04% 3,647,193 2,735,395   

李恕华 境内自然人 0.89% 3,114,146    

杨玉清 境内自然人 0.86% 2,988,870 2,241,65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宋斌、高运奎、隋延波、孔德龙、李恕华、杨玉清等为一致行动人关系。 

2、青岛融实创力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一致行动人控制的企业。 

3、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股东来一飞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4,36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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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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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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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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和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公司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层全

面贯彻“调质、转型、升级”经营纲领，坚持“由外及内、聚己聚本”的经营方针及“以客户为中心”的价值理

念，紧紧围绕2020年公司经营目标，加强疫情防控，及时复工复产，紧抓深挖细分市场发展机遇，用技术

创新带动产品结构优化升级，保持了公司整体经营持续稳定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9,772.16万元，同比下降21.6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578.93万元，同比增长11.87%。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因新冠疫情原因市场需求减少，导致公司营业收入

下降；同时，因主要原材料价格平稳、汇率提升、强化应收账款管理及存货管理、加强费用管控等因素，

公司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总体经营情况如下： 

（一）优化产品智能化设计，稳定提升锂电产品供给能力 

今年3月份，工信部下发的《关于推动5G加快发展的通知》为全面推动5G快速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

据投资建设规模估计，5G基站用磷酸铁锂电池需求在2020年有望达到10GWh。随着5G网络的兴起及5G基

站的加速建设，磷酸铁锂电池的需求迅速增长，同时，未来智能化锂电必然引领国内外通信基站锂电池应

用和普及的新高潮。 

公司基于市场发展新机遇，紧紧围绕市场需求，以满足客户需求作为产品开发供给的立足点和根本出

发点，不断提升公司锂离子电池产品供给能力建设。目前公司已经形成系列化的产品频谱，满足客户对于

产品多层次的需求。在国内市场，聚焦运营商高性价比产品需求，不断优选电芯材料、优化结构设计，降

低设计和制造成本；公司产品认证和资质齐全，参与运营商组织的各级认证和审核，参与了运营商锂离子

电池年度招投标并成功中标。在海外市场，公司以智能化锂电研发作为重点，适时推出了支持物理防盗、

铅锂混用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化锂电新技术，同步开发了配套多语言版本的控制软件，得到终端客户的

赞誉和好评。目前公司技术团队正在为海外客户打造更多智能化的高性价比锂电池产品，满足不同市场领

域对于锂电池技术的多元化需求。报告期内，公司成功中标中国铁塔2020年备电用磷酸铁锂蓄电池组产品

集约化电商采购项目，同时通过差异化智能BMS软件功能开发和应用，持续稳固和提升了公司海外通信锂

电市场份额。 

（二）持续深耕传统主业，稳定业务增长 

  在全球新冠防疫工作常态化情况下，公司国内市场团队深化实施“强开拓、深调节、增总量、控风险”

的营销策略，持续巩固大客户牵领，凭借具备行业优势的电源一体化解决方案，持续增强与国内通信运营

商、铁塔公司、电网电厂、UPS领域配套厂、电力直流领域配套厂的战略大客户深度合作。同时，公司战

略性布局并推进细分行业市场的纵深发展，持续在5G通信、数据中心、轨道交通、电网电厂等为客户提供

全方位的服务。公司持续深化推广渠道营销模式，加力渠道业务推广，为终端客户提供高性价比的电源解

决方案，提升客户体验，创造价值，持续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 

报告期内，在通信运营商市场，公司成功中标中国移动高功率铅蓄电池采购项目、铁塔公司多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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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覆盖网项目、中国电信青海分公司招标项目等；在数据中心领域，公司成功中标证通智慧光明云

数据中心、新海宜数据中心、国家卫星资源数据中心等项目；在轨道交通领域，公司成功中标多条重点新

建及改造线路，如深圳地铁20号线、重庆地铁9号线、成都铁路局等项目；在电网领域，在国网和南网继

续保持了市场占有率前三的优势，公司成功中标北京电网、天津电网、河北电网、浙江电网等十几个省市

铅蓄电池单独采购项目；在电厂领域，公司成功中标国电双维电厂、华能武汉电厂、华能黄台电厂等蓄电

池新建或改造项目。 

（三）积极应对海外疫情，稳定客户信心 

二季度以来全球新冠疫情大爆发，公司海外市场团队坚定信心、克服挑战、主动作为、抢抓机遇，重

点做好海外老客户主动关心维护工作，积极协调捐赠防疫物资，共克时艰。公司充分发挥海外子公司的本

地化支持服务能力，优先稳固海外老客户的持续需求。同时，定期开展形式多样的线上网络会议，与全球

大客户和渠道客户通过“云会议”零距离参与投标活动和产品方案交流，充分利用电商平台拓展新客户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凭借自主创新的先进性通信锂电系统解决方案，连续中标多个东南亚运营商集采项目；

成功参与并入围亚太、中东非洲部分国家新运营商和铁塔公司短名单；公司5G一体化电源和高压UPS锂电

系统方案得到终端大客户认可，锂电户用储能一体机营销推广效果显著；同时联合优势客户资源的本地服

务能力，拓宽UPS和叉车电池海外经销商渠道建设，为下半年各个细分市场全面稳定供货打下良好基础。 

（四）共创智慧能源，共享低碳生活 

随着国家能源局对竞价上网的光伏及风电项目必须配置储能的政策落地，青海、山东、安徽、湖南等

10多个省份先后出台风电、光伏发电项目的建设方案和申报要求，明确鼓励新能源电站配置储能，优先支

持配置储能的新能源发电项目，该政策落地驱动形成巨大的电源侧储能国内市场需求。在海外市场，继欧

洲和澳大利亚之后，美国市场在联邦加速折旧和投资税收抵免激励政策的基础上，各州先后出台的储能采

购目标导向下的安装补贴激励政策，有力推进了家用储能市场的发展。公司新能源团队紧抓储能发展新政

策、新机遇，快速响应市场变化，优化调整营销和技术资源配置，依托并网家用锂电池储能系统、通信基

站混合供电系统、储能型UPS高压锂电池系统等产品优势，加大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开发，优化产品设计，

扩充产品规格，不断提高系统集成能力和解决方案的定制化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成功供货中东电信公司子网的核心骨干数据中心、成为科华恒盛UPS储能用磷酸铁锂

电池年度供货单位；并依托海外属地化营销团队，开发拓展了北美家用储能市场，积极配合新风光电子开

发了电源侧兆瓦级储能系统等。 

（五）创新产品升级，推进绿色动力 

目前因环保政策、环境治理成本等因素影响，国内电动类叉车增长幅度明显快于内燃叉车，同时，因

锂离子电池在环保节能、智能高效特点，在工业车辆市场应用中得到充分认可。2020年上半年，工业车辆

市场统计数据显示，国内锂电池叉车销售量为45,370台，同比增长63.22%。 

公司牵引动力团队面对市场发展机遇，继续秉承高品牌、高品质、高端市场的产品品牌定位，创新产

品升级，依托稳定、可靠的产品及服务，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为客户提供多维度、多层次、多元化的产品

解决方案，同时推出更具竞争优势的经济款系列及免维护产品，实现绿色环保。报告期内，公司推出循环

寿命达到3500次的锂电叉车产品，已达到电动汽车及安全标准，并实现了快充功能；提升智慧管控能力，

实现电池管理系统实时监控；强化高效节能效果，实现了95%以上能量转换率，有效推进绿色动力。 

报告期内，公司以高端产品服务于林德、丰田、力至优等多家高端叉车制造商和销售商；抢抓市场机

遇，重点布局国产叉车市场，建立了覆盖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地区的稳定的营销网络，提升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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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占有率；在海外市场，已协同海外销售团队，积极拓展叉车电池业务，已重点布局东南亚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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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财〔2017〕

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根据财政部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境外上市并采用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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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2020年4月2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会计政策

变更的议案，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根据上述《新收入准则》的有关要求，公司自2020

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须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具体如下： 

根据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

确认模型；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

的会计处理提供更明确的指引；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根据新

收入准则中衔接规定相关要求，首次执行本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

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本次变更后，公司执行财政部修订并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 2017〕 22 号），

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

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执行该准则仅对期初留存收益及财

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进行调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变更后会计政

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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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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