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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82                   证券简称：东方电子                        公告编号：2020-17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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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全部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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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电子 股票代码 000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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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清刚 张琪 

办公地址 烟台市芝罘区机场路 2 号 烟台市芝罘区机场路 2 号 

电话 0535-5520066 0535-5520066 

电子信箱 zhengquan@dongfang-china.com zhengquan@dongfang-ch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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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554,333,115.86 1,394,113,548.35 11.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3,769,388.34 100,770,105.34 12.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87,660,779.47 93,046,495.29 -5.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2,022,199.54 -122,928,290.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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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49 0.0752 12.9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49 0.0752 12.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3% 3.28% 增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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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元） 6,165,286,284.45 6,261,135,017.88 -1.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323,160,185.93 3,260,019,189.76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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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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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7.58% 369,774,238 176,712,812   

宁夏黄三角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86% 185,851,000 185,851,000   

巩和山 境内自然人 0.37% 5,014,900    

王红晓 境内自然人 0.35% 4,749,400    

#王欢 境内自然人 0.26% 3,500,3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22% 3,013,564    

曲峻葳 境内自然人 0.22% 3,000,000    

#王庭华 境内自然人 0.19% 2,500,073    

深圳市道玄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深圳道玄纯钧 1 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16% 2,196,700    

刘月娥 境内自然人 0.16% 2,179,35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东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王欢信用账户持股 3,500,300 股；股东王庭华信用账户持股 2,50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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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2020年上半年，在公司经营管理层的带领下，公司上下围绕年初确定的“一主两翼，拼存量，攻增量”

的工作主题，深挖客户需求，面对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叠加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给经济发展带来下行压

力的外部环境，积极调整策略，齐心协力，共克时艰，实现了业绩稳步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54亿元，同比增加11.4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4亿元，同比增加12.90%。 

一、研发工作持续突破。 

报告期内，公司集中力量，深度解读国网、南网等客户的产业规划，梳理公司的研发方向，重点研发

项目进展有序，研发成果持续突破。 

智能视讯智慧变电站辅助设备监控系统通过中国电科院专业测试；弹性调控支撑平台研发有序推进；

配电台区智能终端取得型式试验报告，获得投标资格；电力工程智能运维带电作业涂覆机器人系统获得山

东省“省长杯”银奖，机器人涂覆业务已在多个现场进行实践应用；公司作为主要完成单位参与的首批

“互联网+智慧能源（能源互联网）”示范项目，广东电网广州供电局的“大型城市能源互联网资源共享

协同关键技术与示范工程”项目通过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组织的科技鉴定，鉴定结论为“国际领先水平”，

为公司开拓国网、南网“源-网-荷-储”的市场领域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储备。 

威思顿公司参与国网2020规范单三相电能表、国网智能物联电能表、能源控制器、国网一二次融合柱

上开关（标准化FTU）标准制定；完成国网智能物联电能表计量芯、管理芯、功能芯等多个单元的样机开

发，南网下一代单三相电表计量芯开发，国网华为、智芯和自主方案等多个版本的能源控制器、台区智能

融合终端的产品开发；完成国网2020规范系列单三相电能表、台区智能终端、南网下一代单三相电表计量

芯、数字式一二次融合开关、ZW20深度融合一体化开关的测试验证工作。“智能计量大数据云平台” 入

选工信部“2020年大数据产业发展试点示范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共申请软件著作28项，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14项。 

二、市场拓展有效推进。 

完整的产业链优势助力公司在国网公司的招标中再创佳绩。国网总部集中招标中标2.2亿，其中增量

业务智慧消防3000万元；配网主站中标3套，对公司配网主站的产业发展意义重大；变电站保护监控中标

7100多万元；国网省网公司招标也取得了5.1亿元的中标。在南网市场，一二次成套设备再次中标云南市

场，并突破了广东、广西市场；中标云南普洱、楚雄两套备调，保持了主调、配调、备调数量位居南网第

一的市场地位。 

威思顿公司在国家电网电力计量产品统招中再拔头筹，连续5年位于三甲之列；南网实现了全区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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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配网山东一二次融合柱上断路器、四川能投、辽源矿业、海外印度J&K、澳门电力AMI等大批重大项目

接连中标；新业务、新产品增长趋势明显，为公司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三、综合管理水平持续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深入打开客户需求，推进数字化技术管理的变革，完成精进营销和精进研发平台建

设运行，立项精进质量、精进制造、精进供应链的流程和平台建设；持续推动内部机构调整和薪酬改革，

科学匹配责权利，赋权赋能赋酬，充分释放员工能动性，助力公司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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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主体：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合并日期 注册资本 实际出资额 出资比例 

烟台智慧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收购 2020年6月 68,000,000.00 68,000,000.00 100.00% 

烟台智慧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系子公司烟台东方威思顿电气有限公司本年度收购的子公司，烟台

东方威思顿电气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董事长：丁振华 

                                                                  2020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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