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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290                                                  公司简称：华仪电气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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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仪电气 600290 苏福马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传晕 刘娟 

电话 0577-62661122 0577-62661122 

传真 0577-62237777 0577-62237777 

电子信箱 hyzqb@heag.com hyzqb@heag.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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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9,094,179.03 4,750,646,254.81 8.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45,022,107.10 1,995,955,321.95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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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701,582.65 -81,996,836.57 不适用  

营业收入 893,965,910.08 828,672,178.24 7.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0,679,804.63 74,069,990.58 8.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1,141,295.32 56,213,382.16 44.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8 3.79 增加0.1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31 0.1406 8.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31 0.1406 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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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5,26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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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华仪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4.92 184,002,500   质押 170,300,000 

王仕孝 境内自然

人 

1.19 6,280,864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

富环保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00 5,277,881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

兴业高端制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63 3,299,950   未知   

中国银行－华宝兴业动力组合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57 2,999,801   未知   

戴艳霞 未知 0.53 2,806,47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诺安股票证券投资

基金 

未知 0.49 2,567,961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

大数据 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46 2,420,617   未知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宏赢六十四号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未知 0.43 2,248,000   未知   

姜伟灿 未知 0.40 2,098,643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总股本前十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与其余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前十名股东中

第一大股东与其余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亦未知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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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无优先股股东情况。  

 

2.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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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5 年上半年，在全国经济下行压力继续增大，工业投资大幅减少的经济环境下，公司全体

员工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生产经营目标，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并实现较好的

业绩。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9,396.59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7.88％；实现营业利润

10,844.3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3.7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8,067.98 万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 8.92％。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1）电器产业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深化营销体制改革，推行大客户部及 6 大区域管理，继续完善营销激励

机制，加大对重点市场和空白市场的开拓力度，在国网、南网市场不断取得突破，成功中标国家

电网公司 2015 年第一批配网设备协议库存 1.23 亿元订单。报告期内，公司深入推行精益生产管

理模式，加强生产全过程管理，持续优化公司的组织管控，对部分职能采取集中管理，优化整合

公司的内部资源，不断提升公司的整体运营能力和项目响应速度。由于报告期内新增合同中框架

合同的占比上升，项目的平均履约周期延长，致使报告期内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下滑。报告

期内，公司电器产业共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40,380.50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了 16.02%。 

（2）风电产业 

报告期内，公司风电产业以风电制造与风电场开发为主业，并积极向风电场投资运维、EPC

总包延伸。公司以华仪风能有限公司为风电制造业务板块，积极做好市场开拓工作，加快新产品

研发进程，不断优化公司产品结构，继续深化与五大发电集团的合作关系，实现了生产基地资源

的合理调配，加快了项目的响应速度。公司以华时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为风电场开发、运营、

运维业务板块，推进风电资源开发，加快推进黑龙江鸡西平岗、恒山等自营风电场建设和平鲁红

石峁风电场一期 150MW 工程（EPC）总承包项目建设。受益于国家新电改等利好政策的出台，2015

年上半年风电行业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带动了公司风电业绩的提升。报告期内，公司风电

产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48,282.8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3.57%。 

（3）环保产业 

报告期内，环保产业为公司重点培育的产业，公司以华仪环保有限公司为平台，通过战略合

作、收购兼并快速推进环保产业的发展，力争将华仪环保打造成为国内水环境综合治理服务商。

报告期内，公司与北控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国观智库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开拓温州本地乃至

浙江和全国范围内的农村中小水务、河道生态修复与治理、垃圾清扫等环保业务，并参与市政水

处理设施的 PPP 资产收购和经营业务；成功承接乐清市城南街道支岙农村污水处理工程。2015 年

7 月，公司成功收购浙江一清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85%股权，公司将以收购标的公司为平台，进一

步夯实公司在农村污水治理、河道水体修复的布局，快速切入工业废水处理和运维等领域，提升

公司环保产业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公司利润。 

（4）金融产业 

报告期内，公司稳步发展小额贷款公司，不断规范业务流程和强化风控技术，不断创新业务

品种，继续以小微业务为主导，加大微小贷款放款量，降低了企业资金风险，实现业绩稳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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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营业务分析 

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893,965,910.08 828,672,178.24 7.88 

营业成本 617,927,520.96 628,836,164.61 -1.73 

销售费用 36,836,129.99 32,576,744.23 13.07 

管理费用 68,469,717.16 57,952,664.41 18.15 

财务费用 32,424,657.80 25,177,848.68 28.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8,701,582.65 -81,996,836.57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265,348.37 -70,442,067.49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0,117,584.72 -135,669,739.89 不适用 

研发支出 12,992,498.38 15,965,026.68 -18.62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风电产品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原材料价格下降所致；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当期工资及办公费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固定资产折旧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当期借款增加相应的利息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当期采购原材料支付的现金比例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当期固定资产投入减少及收购黑龙江梨树风

力发电有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当期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系本期研发项目前期投入减少。 

 

2 其他 

(1)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未发生重大变动。 

 

(2) 公司前期各类融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进度分析说明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5 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第 9 次会议及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公司拟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募集资金不超过 22.3 亿

元，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材料已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目前正处于中国

证监会审核阶段，尚需提请中国证监会核准。 

(3) 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公司在 2014 年年报中披露 2015 年度的经营计划为：2015 年公司力争实现营业收入 25.78 亿

元，预计费用控制在 4.6 亿元左右。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89,396.59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7.88％。2015 年下半年，公司经营层将继续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目标开展工作，力争实现全年经

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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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高压电器 403,804,976.23 270,381,745.26 33.04 -16.02 -26.87 
增加 9.93 

个百分点 

风电 482,828,446.12 345,286,669.72 28.49 43.57 35.28 
增加 4.38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高低压配

电产品 
403,804,976.23 270,381,745.26 33.04 -16.02 -26.87 

增加 9.93 

个百分点 

风电机组 480,675,764.49 343,196,685.10 28.60 42.93 34.46 
增加 4.49 

个百分点 

风电开发 2,152,681.63 2,089,984.62 2.91     

 

 

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东北 350,801,552.60 70.81 

华东 266,941,274.51 22.83 

西北 163,323,641.22 249.29 

西南 48,548,849.24 -38.65 

华北 31,557,043.71 -85.82 

中南 25,461,061.07 -44.10 

 

(三) 核心竞争力分析 

1、技术优势：公司的高压电器业务承继自华仪集团，发展历史始于 1986 年，历经近 30 年的

摸索和积累，产品生产工艺成熟，自主研发能力强，核心产品产销量位居行业前列。依托于良好

的创新体系，公司在新品研发上能够做到不断推陈出新，及时响应客户的不同需求。公司的风电

业务在国内起步较早，产品技术起点高，近年来，公司陆续和德国艾罗迪公司、英国 GH 公司、

荷兰 MECAL 公司等国际知名的风机设计机构开展合作，共同研发新产品，先后开发出 1.5MW、

2MW、3MW 等机型。公司的风机产品性能指标突出，通过与国际专业设计机构的合作，公司锻

炼和培养了自身的研发团队，提升了企业的技术竞争力。 

2、营销优势：公司目前拥有一套健全、完善的营销网络，营销触角遍及全国各地。多年来，

公司在电网、发电、石化、轨道交通等领域积累了一批核心客户，这些客户能够为公司的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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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环保等产业共享。 

3、管理优势：公司作为民营企业，具有决策效率高、成本控制能力强等特点，公司的核心领

导团队富有激情和凝聚力，具备良好的创新意识。公司建立了以“五大体系、三条防止死亡线”

为核心的管理体系，独特有效的管理体系为公司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4、区位优势：公司所在地乐清市已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电器行业板块经济区，拥有众多的

电器元件配套企业，实行有效的社会化分工和专业化协作。公司地处这一产业集群的核心带，能

够充分享有产业集群带来的便利的配套优势，有利于降低公司生产成本。 

5、产业相互促进的优势。公司的电器、风电、环保、金融等产业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不同

产业之间的销售对象重叠度高。各产业由于所处的发展阶段的不同，产业成熟度各异，产业间的

资源互补性强。 

 

(四) 投资状况分析 

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单位:万元 

报告期内投资额 1,158.00 

投资额增减变动数 -2,992.00  

上年同期投资额 4,150.00 

投资额增减幅度(%) -72.10% 

报告期内公司具体投资情况如下： 

1、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并经黑龙江梨树风力发电有限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同

意华时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 1500 万元的价格受让黑龙江新源电力有限公司持有的黑龙江梨

树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15%股权。收购完成后，华时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将持有黑龙江梨树风力

发电有限公司 100%股权。截至报告期末，黑龙江梨树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已完成本次股权转让变更

登记，华时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已累计支付股权转让款 1200 万元。 

2、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6 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向华时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增资

1.68 亿元，增资后，华时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有 1.32 亿元增加至 3 亿元，公司仍持

有其 100%股权。报告期内，公司未向华时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增资。 

3、经公司总经办及上海华仪智能技术有限公司董事会决定，同意注销上海华仪智能技术有限

公司，上海华仪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 60 万元，实收资本 60 万元，公司出资 42 万元，占

其注册资本的 70%。该公司已于 2015年 4 月 17 日完成工商注销。 

4、经全资子公司华仪风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定，同意注销华仪风能（吐鲁番）有限公司，华

仪风能（吐鲁番）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300 万元，华仪风能有限公司认缴注册资本 300 万元，占其

注册资本的 100%，华仪风能有限公司未出资，该公司已于 2015 年 6 月 29日完成工商注销。 

5、经全资子公司华仪风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定，同意注销华时能源（吐鲁番）有限公司。华

时能源（吐鲁番）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0 万元，华时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100 万元，

占其注册资本的 100%，华时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未出资，该公司已于 2015 年 6月 29 日完成工

商注销。 

 

(1)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 7 页  共 12 页 

 

(2)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3) 持有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所持对象

名称 

最初投资金额

（元） 

期初持

股比例

（%） 

期末持

股比例

（%） 

期末账面价值

（元） 

报告期损益

（元） 

报告期所有者

权益变动（元）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

来源 

乐清市华

仪小额贷

款股份有

限公司 

60,000,000.00 30 30 70,150,368.99 3,333,693.57 3,333,693.57 
长期股

权投资 

出资

设立 

合计 60,000,000.00 / / 70,150,368.99 3,333,693.57 3,333,693.57 / / 

 

2、 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1) 委托理财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2) 委托贷款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3) 其他投资理财及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3、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募集

年份 
募集方式 

募集资

金 

总额 

本报告期已使用

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使用募集

资金总额 

尚未使用募集

资金总额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2011  95,000 4,484.56 70,294.00 25,139.70 

除募集资金 13,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外，其余募集资金存储于募集资金账

户 

2011  70,000 0 69,350.32 0   

合计 / 165,000 4,484.56 139,644.32 25,139.70 /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说

明 

（1）2011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870 号文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 股）77,235,772 股，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12.30 元，募集资金总额 949,999,995.60 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 907,906,395.60 元。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2011 年

1 月 25 日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天健验[2011]22 号《验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 8 页  共 12 页 

 

资报告》。 

    截至 2015年 6月 30日，实际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70,294.00万元，募集资金余额为 25,139.70

万元，其中 13,000.00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2011 年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1495 号）核准，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9 日

通过网上和网下发行方式发行 7 亿元公司债券，债券票面利率为 7.70%，期限为 5 年期（附

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本次公司债券已于 2011 年 11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证券简称"11 华仪债"，证券代码"122100"。2014 年 11

月 10 日，公司根据《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所设定的公司

债券回售条款，对有效申报回售数量 190,409 手（1 手为 10 张）的“11 华仪债”债券实施回

售，并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以及当前的市场环境，上调"11 华仪债"的票面利率 30 个基点，

即"11 华仪债"存续期后 2 年的票面利率为 8.00%并固定不变。回售实施完毕后，“11 华仪债”

债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并交易的数量为 509,591 手。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公司债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报告期内，公司评级机构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对本公司发行的“11 华仪债”（债券代码：122100）进行了跟踪评级，

并于 2015 年 5 月 7 日出具了《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 2015 年跟踪信用评

级报告》，维持本公司发行的“11 华仪债”信用等级为 AA，维持本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维持评级展望为稳定。报告期内，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2)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承诺项目

名称 

是

否

变

更

项

目 

募集资金

拟投入金

额 

募 集 资

金 本 报

告 期 投

入金额 

募集资金

累计实际

投入金额 

是

否

符

合

计

划

进

度 

项 目

进度 

预

计

收

益 

产

生

收

益

情

况 

是

否

符

合

预

计

收

益 

未 达 到 计

划 进 度 和

收益说明 

变更原因及募集资金变更

程序说明 

3 兆瓦风

力发电机

组高技术

产业化项

目 

 30,800.00 37.29 31,370.29  101.85           

上海华仪

风电技术

研究院项

目 

 19,280.00 814.41 7,963.59  41.30       

受国内海

上风电进

展缓慢的

影响，项目

投入进度

放缓。 

2011 年 6 月 20 日，本公

司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募投项目“上

海华仪风电技术研究院项

目”部分建设内容的议

案》，将募投项目《上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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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风电技术研究院项目》

中原计划研发的“5MW 风

电机组”调整为“6MW 风

电机组”。本次调整后，原

计划投入“5MW 风电机

组”的 4,500 万元将全部

转投至“6MW 风电机组”

研发。除上述调整外，该

项目其他建设内容、研究

计划、资金投入及总投资

不变，该项目投资总额仍

为 19,280 万元。 

风电一体

化服务项

目 

 12,200.00 2,607.85 12,402.32  101.66           

充气类高

压开关设

备生产线

技术改造

项目 

 11,130.00 531.69 9,709.23  95.22       

系项目基

建工程及

部分采购

设备尾款

尚未支付。 

 

为应对公司电气产业的未

来发展需要，更好地满足

电气产业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建设需求，公司于

2013 年 5 月 20 日召开的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

案》，对募投项目《充气类

高压开关设备生产线技术

改造项目》的实施地点及

固定资产部分建设内容进

行了调整，本次调整没有

改变募集资金的使用方

向，不会对项目的实施造

成实质性影响，项目实施

主体、经济效益预测等均

未发生变化。 

 

智能配电

设备研发

及产业化

建设项目 

 17,380.64 493.31 8,848.56  50.91       

系公司对

乐清经济

开发区华

仪工业园

使用规划

进行调整，

项目承接

单位可使

用的厂房

面积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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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内可

以满足本

项目的建

设需要，故

暂缓项目

的基础建

设投入。 

合计 / 90,790.64 4,484.56 70,294.00 / /   / / / /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使用情

况说明 
  

 

 

(3) 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变更投资项目资金总额 12,560.00 

变更后

的项目

名称 

对应的

原承诺

项目 

变更项目

拟投入金

额 

本报告期

投入金额 

累计实际

投入金额 

是否

符合

计划

进度 

变更

项目

的预

计收

益 

产

生

收

益

情

况 

项目

进度 

是否

符合

预计

收益 

未达到计划

进度和收益

说明 

上海华

仪风电

技术研

究院项

目 

上海华

仪风电

技术研

究院项

目 

19,280.00 814.41 7,963.59          41.30   

受国内海上

风电进展缓

慢的影响，

项目投入进

度放缓。 

充气类

高压开

关设备

生产线

技术改

造项目 

充气类

高压开

关设备

生产线

技术改

造项目 

11,130.00 531.69 9,709.23      95.22   

系项目基建

工程及部分

采购设备尾

款 尚 未 支

付。 

 

合计 / 30,410.00 1,346.10 17,672.82 /   / / / / 

 

4、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华仪风能有限公司 96,000 100 

2 浙江华仪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8,600 100 

(1)华仪风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主营风力发电机组生产、销售；风电场开发、建

设。报告期末资产总额 3,279,408,264.77 元，净资产 1,198,137,608.02 元，2015 年 1-6 月实现净利

润 69,914,745.3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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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浙江华仪电器科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主营户外真空断路器、隔离开关等产品，

报告期末资产总额 578,809,007.49 元，净资产 369,408,735.84 元，2015 年 1-6 月年实现净利润

14,839,037.73 元。 

上述财务指标均为子公司的 2015 年半年度母公司数据。 

 

5、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3.2  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一) 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或调整情况 

公司 2014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2015 年 4 月 2 日召开的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本次分配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0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 31,613,019.48

元（含税）。本次分配方案已于 2015 年 4 月 30 日分配实施完毕。 

 

(二) 半年度拟定的利润分配预案、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是否分配或转增 否 

每 10 股送红股数（股）   

每 10 股派息数(元)（含税）   

每 10 股转增数（股）   

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的相关情况说明 

本期不进行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3.3 其他披露事项 

(一)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

警示及说明 

√适用 □ 不适用  

结合公司目前在手订单及中标项目情况，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较上年同

期增长 40%-60%。 

 

(二)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不适用  

 

(三) 其他披露事项 

无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 12 页  共 12 页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

响。 

不适用 

4.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不适用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本公司将华仪风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仪风能公司）、信阳华仪开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

阳华仪公司）、浙江华仪电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仪科技公司）、上海华仪配电自动化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仪配电公司）、黑龙江梨树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龙江梨树公司）、鸡

西新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鸡西新源公司）、浙江艾比特电力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

比特公司）、华仪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仪环保公司）、浙江巍巍华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巍巍环保公司）、华仪风能（通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榆风能公司）、上海华仪风能电

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华仪公司）、华仪风能（东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营风能公司）、

华时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时集团公司）、伊春风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

春风能公司）、牡丹江华仪北方风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牡丹江华仪公司）、华仪风能（宁夏）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风能公司）、乐清华时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清华时公司）、宁

夏太阳山白塔水风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太阳山公司）和华时能源（通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时通榆公司）等 22 家子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动情况如下：  

1、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方式 股权处置时点 
处置日净资产 

（元） 

期初至处置日 

净利润（元） 

华仪风能（吐鲁番）有限公司 注销 2015-6-29 0 0 

华时能源（吐鲁番）有限公司 注销 2015-6-29 0 0 

上海华仪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注销 2015-4-17 7.54 248,446.35 

 

4.4 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

出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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