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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57                               证券简称：三晖电气                        公告编号：2021-056 

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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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280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 元（含税），

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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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 

三晖电气围绕电网公司“计量资产全寿命周期管理”要求，依托电能表检定这一核心环节的技术优势，以服务于电能表为

核心，建立了覆盖电能表全生命周期的产品体系。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 主要经营模式 

1、盈利模式 

公司多年来一直专注于与电能表的生产、检定、使用、信息采集、仓储全过程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通过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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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公司、质量技术监督管理部门、电力科学研究院、电表生产企业等销售设备、提供配件及服务实现收入和利润。报告期内，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来源于电能表标准与校验装置产品系列与电能计量配套产品系列的销售，其他收入来源于设备相关备品备

件、维修费、维护服务等。 

2、研发模式 

公司以行业发展和需求研究为基础，采取自主研发的模式，有计划的开展新技术研发和新产品开发项目。公司计量技术

研究院负责公司相关产品的核心技术研究、重大产品研发工作；将高新技术渗透到研究、开发、设计、试验的各个环节，开

发出适合市场需求并具有国际、国内领先水平的高可靠性、高质量的产品，技术开发中心实施对新技术、新产品的引进和消

化吸收工作，并实施研究院研发成果的产品转化推广，配合研究院完成重大项目的研究试制；通过已建立的研发技术平台与

管理的方法，实现了人才、营运等资源在不同的产品及技术服务之间灵活分配，实现共享经验知识，优化资源使用效率，使

公司能够快速响应不断变化的研发要求，进行持续的技术创新。 

3、采购模式 

为保证公司产品的质量和性能，公司实行集中招标采购，采购部编制《合格供方名录》，并制定了严格的供应商选择和

审核制度，建立供方档案，通过建立合理的采购框架，确保了在采购过程中的议价能力、采购质量以及采购效率，对采购流

程严格控制，通过软件系统对采购过程进行全程监督，规范物资采购计划编制，优化采购结构。目前，公司核心部件供应厂

商一般为国内外知名企业，核心部件的供应商较为稳定。 

4、生产模式 

公司主要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实行订单式生产为主，结合少量库存式生产为辅的生产方式。每月计划办根据营销

中心的未交货订单情况和在制品、库存成品情况，结合车间生产能力制定《月度生产计划》。生产部门根据《月度生产计划》

和物料准备情况编制《投产计划》并安排生产。随着采购权限向省级电力公司、电网总公司集中，产品规格、技术标准趋于

统一，公司生产模式逐步向少品种、大批量转变，为标准化、规模化生产奠定了基础。 

5、销售模式 

    为确保产品和服务质量，公司采取直销为主的销售模式，并且建立了覆盖全国大部分区域的销售网络。电网公司是公司

目前最重要的客户，由于电网公司的设备采购主要采取招投标方式，目前公司产品销售主要通过参加各电力企业招投标来实

现。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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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211,728,010.60 266,430,855.23 -20.53% 231,420,762.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424,300.30 31,863,536.71 -26.49% 36,771,720.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787,934.90 26,898,317.76 -41.31% 33,482,547.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9,141,124.78 51,182,155.12 35.09% 30,930,553.6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25 -28.00% 0.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25 -28.00% 0.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2% 6.73% -2.01% 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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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637,010,408.88 612,262,239.94 4.04% 624,336,095.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94,873,018.43 484,248,718.13 2.19% 457,505,181.4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443,966.91 40,312,958.86 69,685,857.09 96,285,227.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83,130.47 4,120,766.60 6,957,737.37 13,628,926.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69,708.69 1,661,942.41 6,004,736.01 11,690,965.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990,325.09 -20,462,175.90 6,345,260.32 55,267,715.2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6,261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5,601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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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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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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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6,397,57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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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3 月 15 日，于文彪、金双寿、刘俊忠签署了《〈一致行

动协议〉之终止协议》，基于《一致行动协议》的基础已发生重大变更，各方经友好协商一致，

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解除《一致行动协议》及其任何形式的补充或修改。具体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关于控制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持股 5%以上董监高签署《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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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转让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及《〈一致行动协议〉之终止协议》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1-021））。股东杨建国与股东刘清洋为舅甥关系。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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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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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在公司董事会的领导下，面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合同项目进度推迟等诸多困难的严峻考验，公司积极应对，主动

控制风险，在有效防疫的同时，围绕公司年度经营目标，积极抓好产品销售与账款回收、严格把控产品质量，全面部署，真

抓实干，较好地减少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报告期实现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172.8万元，同比减少20.53%，实现净利润2,383.19

万元，同比减少25.21%。  

(一)市场布局 

报告期内， 在新冠疫情导致人员差旅出行受到影响的情况下，公司积极通过线上会议等新方式与客户保持沟通，密切

关注行业市场与技术信息动态，在坚持拓展新客户的同时，继续深度挖掘现有客户的需求。同时公司继续加强销售团队建设，

提升市场营销水平，在产品销售、服务、信息反馈等环节为客户提供更为灵活、专业的服务和解决方案，确保客户的稳定供

应和服务支持。 

 (二)技术研发 

公司坚持“科技先导、技术先行”，密切追踪最新的技术及发展趋势，持续开展对新技术的研究，加快产品创新，完成电

能表自动化检定系统向智能化、柔性化升级的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对各个垂直产业的产业链和内部价值链进行重塑和改造，

形成电能计量与互联网生态和形态、大数据、云平台、人工智能深度结合，确保公司成为电能计量产业互联网建设高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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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企业。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1574.6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80%，为公司的项目研发和技术创新提供了坚强后盾，

在不断投入研发项目的同时，公司坚持完善研发管理体系，加强流程控制，推进跨部门协作，确保研发工作有序、高效、合

规进行。 

（三）开展精细化管理，不断优化和改进产品质量 

公司在生产制造系统持续推进精益生产模式，进行流程梳理和岗位优化配置，通过工艺流程、装配要点、检验标准和方

法的革新，将过去复杂的过程变成简单作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同时侧重对生产过程中从原材料、半成品到成品出厂质

量检验管理，从质量检验向质量预防改变，实现对生产过程中产品的有效管控，提升产品质量。 

（四）积极推进募投项目建设，规范募集资金使用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募投项目的建设，公司募集资金已使用金额10271.78 万元，占募集资金净额的58.21%。公司

严格按《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规定管理募集资金的存放及使用，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 

（五）完善信息披露及防范内幕交易方面 

公司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规定，严格执行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通过上市公司公告、业绩说明会、电话、邮件等诸多渠道，保持公司营运透明度。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相关员工定期作出禁止内幕交易的警示及教育，敦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知情人员严格履行保密义务并严格

遵守买卖股票规定。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电能表标准与校

验装置产品系列 
86,817,735.27 42,910,013.16 49.43% -35.41% -15.11% 11.82% 

电能计量配套产

品系列 
98,315,377.44 29,140,112.96 29.64% -2.96% 1.85% 1.40% 

其他业务收入 26,594,897.89 4,735,893.55 17.81% -13.37% -36.98% -6.67%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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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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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2017年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应当根据累积影响数调

整当年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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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准则的规定，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 

财政部于2019年12月10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财会〔2019〕21号，以下简称“解释第13号”），自2020年1

月1日起施行，不要求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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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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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4 月 23 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6、面临退市情况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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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