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3556                                        公司简称：海兴电力 

 

 

 

 

 

 

 

杭州海兴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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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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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不进行利润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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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兴电力 60355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金依 刘晓婧 

电话 0571-28032783 0571-28032783 

办公地址 杭州市莫干山路1418-35号 杭州市莫干山路1418-35号 

电子信箱 office@hxgroup.co office@hxgroup.co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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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67,511,366.00 6,785,839,638.17 1.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143,740,570.92 5,224,992,898.83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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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119,449.66 159,257,778.40 -6.99 

营业收入 1,275,767,438.94 1,374,282,267.99 -7.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39,643,124.26 280,691,529.60 -14.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87,775,178.23 243,440,885.76 -22.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78 5.69 减少0.9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9 0.57 -14.0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9 0.57 -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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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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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海兴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8.88 239,713,292 0 无 0 

宁波海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3.25 64,973,636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

人 

3.45 16,911,928 0 无 0 

李小青 境内自

然人 

3.31 16,243,500 0 无 0 

杭州海兴电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

股计划 

其他 1.88 9,206,884 0 无 0 

方胜康 境内自

然人 

1.75 8,600,000 0 无 0 

周良璋 境内自

然人 

1.35 6,632,884 0 无 0 



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80 3,937,752 0 无 0 

景顺长城基金－工商银

行－景顺长城基金工行

500 增强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35 1,715,236 0 无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证 500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3 1,601,49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海兴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海兴控股为海聚

投资的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周良璋为公司实际

控制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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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全球新冠疫情蔓延的不利影响，公司迎难而上，扎实推进各项重

点工作，极大程度的减缓了新冠疫情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 127,576.74 万元，同比下降 7.17%，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23,964.31 万元，

同比下降 14.62%。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完成重点工作如下： 

1、启动全球援助，确保抗疫稳产 

报告期内，公司充分利用全球化资源优势，在国内疫情扩大阶段，紧急启动“海

兴全球援助行动”聚集世界各地海兴人的力量寻找抗疫物资，通过从印尼、肯尼亚、

秘鲁等国家采购，为国内捐献大量医用口罩、防护服护目镜，支持国内抗疫，同时也

确保公司成为杭州市第一批复工复产企业。 



2、发挥本土化销售优势，快速响应客户需求 

报告期内，受新冠疫情影响，国内大多企业负责海外业务员工因无法办理海外国

家签证，导致无法及时响应海外客户需求，海外业务影响较大。公司受益于海外销售

团队本地化优势，在疫情期间能够继续保持与客户及时沟通，能够第一时间响应客户

需求并为客户做好服务，极大程度的维持了海外业务的稳定性，减缓了疫情对于公司

海外业务的冲击。 

3、加大研发投入，持续推动产品创新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保持研发强度，持续出新产品。公司紧抓南方电网数字化转

型的趋势，积极部署基于 IR46 国际标准的新一代智能表产品。公司结合国内外客户

的需求，推出了一二次深度融合断路器、IP67 全密封全绝缘环网柜、智能融合终端等

新产品。此外，公司还开发了 SaaS 高级应用可视化平台，使客户具备自主定制的可

视化分析能力，提升了公司整体解决方案的竞争优势。 

4、加强信息化投入，提升公司运营效率 

报告期内，公司全方位、多层次的推进信息化建设，以打造集信息化、智能化、

自动化的智慧企业和全业务链管理可视可控。公司完成了业务流程自动化平台搭建和

应用，DevOps 的引入和实践，三维建模标准产品体系的建立，数字化工厂建设等重

点项目落地，对内提升运行效率，降低成本，对外加强客户响应，提升客户满意度，

实现从客户需求到客户满意的闭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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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 

2017 年，财政部颁布了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简称“新收入准则”）。

本集团自 2020 年 1 月 1 日开始按照新修订的上述准则进行会计处理，根据衔接规定，

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日执行新准则与现行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

未分配利润或其他综合收益。 

新收入准则 

新收入准则为规范与客户之间的合同产生的收入建立了新的收入确认模型。根据新收

入准则，确认收入的方式应当反映主体向客户转让商品或提供服务的模式，收入的金



额应当反映主体因向客户转让该等商品和服务而预计有权获得的对价金额。同时，新

收入准则对于收入确认的每一个环节所需要进行的判断和估计也做出了规范。[本集

团仅对在 2020 年 1 月 1 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进行调整，对 2020 年 1 月 1

日之前或发生的合同变更，本集团采用简化处理方法，对所有合同根据合同变更的最

终安排，识别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确定交易价格以及在已履行的和尚未

履行的履约义务之间分摊交易价格。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 2020 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如下： 

合并资产负债表 
 报表数 假设按原准则 影响 

应收账款 1,068,209,652.08 1,069,175,735.43 (966,083.35 

长期应收款 22,102,611.16 83,506,736.18 (61,404,125.02 

合同资产 966,083.35 - 966,083.35 

其他非流动资产 155,939,886.16 94,535,761.14 61,404,125.02 

其他流动资产 90,470,472.52 85,713,642.28 4,756,830.24 

递延所得税资产 42,927,523.43 43,508,990.02 (581,466.59 

未分配利润 2,074,449,388.22    2,070,489,638.21 3,959,750.01 

盈余公积 286,902,232.40 286,686,618.76 215,613.64 

预收账款 - 107,990,054.61 (107,990,054.61 

合同负债 107,990,054.61 - 107,990,054.61 

 

合并利润表 
 报表数 假设按原准则 影响 

销售费用 167,389,753.92 166,416,174.61 973,579.31 

所得税费用 37,840,177.08 37,945,527.88 (105,350.80 

 

公司资产负债表 

 报表数 假设按原准则 影响 

应收账款 1,090,321,702.76 1,091,287,786.11 (966,083.35 

长期应收款 219,806,636.74 281,210,761.76 (61,404,125.02 

合同资产 966,083.35 - 966,083.35 

其他非流动资产 66,031,189.33 4,627,064.31 61,404,125.02 

其他流动资产 18,658,948.54 15,964,280.40 2,694,668.14 

递延所得税资产 22,857,530.31 23,261,730.53 (404,200.22 

未分配利润 2,005,499,254.72 2,003,208,786.80 2,290,467.92 

预收账款 - 94,089,885.07 (94,089,885.07 

合同负债 94,089,885.07 - 94,089,885.07 

 

公司利润表 

 报表数 假设按原准则 影响 

销售费用 120,416,731.89 119,714,393.25 702,338.64 

所得税费用 33,696,404.43 33,801,755.23 (105,350.80 



 

本集团合同取得成本【中标服务费】，于 2020 年 1 月 1 日之前，于发生时确认为销售

费用，于 2020 年 1 月 1 日，本集团首先列报在其他流动资产，并随着收入确认摊销

记入销售费用。此外，本集团于 2020 年 1 月 1 日从应收账款、长期应收款和预收账

款中拆分出合同资产和合同负债，并根据流动性将长期合同资产列报在其他非流动性

资产。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引起的追溯调整对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本集团 

2020 年 

 按原准则列示的 新收入准则影响 按照新标准列示 

 账面价值 重分类   重新计量 账面价值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 月 1 日 

       

应收账款 1,189,158,146.23 (1,277,351.35 )  - 1,187,880,794.88 

合同资产 - 1,277,351.35   - 1,277,351.35 

其他流动资产 56,648,304.07 -   5,730,409.55 62,378,713.62 

递延所得税资产 47,312,517.83 -   (686,817.39 46,625,700.44 

未分配利润 2,117,915,201.10 -   4,827,978.52 2,122,743,179.62 

盈余公积 286,686,618.76 -   215,613.64 286,902,232.40 

预收账款 82,509,030.16 (82,509,030.16 )  - - 

合同负债 - 82,509,030.16   - 82,509,030.16 

       

2019 年 

 会计政策变更前 会计政策变更后 

 本年发生额   本年发生额 

销售费用 264,583,302.13  (3,397,006.79 261,186,295.34 

所得税费用 75,214,320.75  509,551.02 75,723,87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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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