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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1877                                   公司简称：正泰电器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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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泰电器 60187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国荣 潘浩 

电话 0577-62877777 021-67777777 

传真 0577-62763701 021-67777777-88712 

电子信箱 chintzqb@chint.com panh@chi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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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76,691,177.65 12,111,124,244.82 12.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7,309,860,505.59 6,705,446,074.28 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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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5,855,084.82 979,524,078.72 49.65 

营业收入 5,630,553,788.93 5,589,949,438.37 0.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802,254,853.95 783,397,767.15 2.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772,785,286.60 754,613,729.36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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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1.34 12.34 减少1.0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61 0.60 1.6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61 0.60 1.67 

 

 

2.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6,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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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64.7317 854,100,000 0 无   

南存辉 境内自

然人 

5.6475 74,515,267 0 无   

南存飞 境内自

然人 

1.6981 22,405,790 0 无   

朱信敏 境内自

然人 

1.6489 21,755,803 0 无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19L－CT001沪 

未知 0.9244 12,196,941 0 无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个人分红－

019L－FH002沪 

未知 0.8926 11,777,091 0 无   

吴炳池 境内自

然人 

0.8221 10,846,536 0 无   

林黎明 境内自

然人 

0.6826 9,005,950 0 质押 4,395,950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万能－个险万能 

未知 0.3379 4,458,716 0 无   

上海寰泰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未知 0.2858 3,771,595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本公司的最终控制人为南存辉，南存飞是南存辉的弟弟，

吴炳池是南存辉妹妹的配偶。南存辉及其亲属直接持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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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8.1676%股份，同时通过持有正泰集团 46.32%股份，

控制正泰集团持有的本公司 64.7317%股份。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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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报告期内股份增减变

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所持股

份类别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前十名优先股股东之间，上

述股东与前十名普通股股

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

于一致行动人情况说明 

  

2.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新控股股东名称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变更日期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及日期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6 年上半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持续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公司紧紧围绕各项

经营指标，奋力开拓，努力进取，降本增效，创新发展，稳中有进，特别是昆仑系列产品正式发

布，全面提升产品品质和品牌价值，引领整个低压电器行业重新回归到品质创新与品质革命的时

代，为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本报告期，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56.31 亿元，同比

增长 0.7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02 亿元，同比增长 2.4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4.66 亿元，同比增长 49.65%。 

1、2016 年上半年主要工作 

（1）战略与投资合作积极推进，技术研发成果显著。 

公司加强宏观经济环境分析和“两会”政策、相关产业等专题研究，明确后续全球化战略方

向。加快实施战略合作与并购整合，公司与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以股权受让及增资方式成为上海新漫传感技术研究发展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入股 Grabat Energy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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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战略重点项目投后管理取得阶段性成果，储备的投资项目不断丰富。 

公司坚持自主创新，加大科研投入。上半年，完成新产品开发 105 项，新产品投产 16 项，技

术改造验收 9 项；获得专利 261 件，参与行业标准制（修）订 5 项，完成国内外认证 45 项。正泰

电器“基于物联网与联效管理的用户端电器设备数字化车间的研制与应用”入选浙江省技术改造新

型产业重点项目，正泰建筑电器“年新增 1300 万只墙壁开关插座、排插技改”入选浙江省技术改造

“机器换人”重点项目。 

（2）国内营销稳步推进，海外市场不断突破。 

公司多措并举，提升渠道核心竞争力。着力加强渠道重构，破解渠道发展瓶颈与难点，取得

阶段性成果；实施深度分销，关注弱势区域培育、二级分销建设与管理、渠道帮扶、渠道治理等，

夯实渠道分销网络。 

深度聚焦，巩固与扩大配套业务市场份额。锁定目标客户，加大业务拓展，不断扩大配套业

务市场份额。 

精耕细作，培育电力与行业市场新增长点。主推“技术+商务”销售模式，加大新客户开发与

行业专供产品推广力度，新客户、新项目业绩不断扩大。 

积极推广与销售昆仑产品，先后在温州、北京、广州、上海举办 4 场大型发布会，开展“一对

一”进厂技术交流，完成店面生动化形象展示改造以及数字化、线上线下等多种推广举措，全面促

进昆仑产品销售。 

海外市场，销售收入稳定增长，利润明显提高。传统渠道稳步提升，新拓展 20 家行业客户与

19 家分销客户，重点国家 80%有效客户实现增长。 

（3）管控效能不断提升，生产运营持续改善。 

公司充分发挥组织管理效能，完善制度流程体系建设，提升管理效率；创新考核模式，加大

考评力度，强化目标责任落实。 

全力推进“两化”融合贯标工作，大力实施智能制造相关信息系统；完善运营管控信息化平

台建设，开展损益表跟踪项目；推进数据中心与基础平台建设，强化信息安全管理。 

完善法律风险控制网络，加大打假维权和渠道治理力度，有效开展审计与督察；加大管控，

降低企业运营风险。 

大力推进智能制造，落实数字化车间等智能制造项目;夯实设备管理基础，持续开展精益改善，

公司《漏电保护器全价值链改善项目》和《基于精益改善的塑壳断路器自动化生产线构建》双双

获得第三届全国精益管理项目一等奖。强化产销联动机制，保障昆仑产品顺利生产，紧跟昆仑产

品应市步伐。 

（4）团队建设活力呈现，企业文化全面提升。 

公司优化人才引进模式，注重引进人才素质，上半年累计引进各类非一线人才 118 人。创新

培训方式，完善培训课程体系建设，大力推进各层级、各职类员工培训，共实施培训 4.5 万课时，

组织开展“正泰高管大讲堂”两期。加大干部梯队培养力度，推进内部人才市场建设，实施内部竞

聘与调配相结合，有效拓宽了员工职业发展通道。创新薪酬模式，不断推进薪酬体系建设，持续

完善薪酬体系。 

加强党群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党、团、工、妇的先锋模范作用，组织开展“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及“五结合”学习型班组建设；关爱员工心理健康，成立正泰·幸福心理志愿者协会，制定

“员工应急援助工作实操手册”；实施员工关怀计划，开展民生工程建设，深入开展“送温暖”、

“送清凉”等系列活动；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陶冶员工情操，促进员工全面发展，企

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不断增强，公司被评为中国机械工业“十二五”企业文化建设示范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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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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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将浙江正泰仪器仪表有限责任公司、浙江正泰建筑电器有限公司和浙江正泰电源电器有限

公司等 49家子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情况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合并范围的变更和在其

他主体中的权益之说明。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8月 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