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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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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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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陈元魁 工作原因 张雅林 

独立董事 向永忠 工作原因 于文星 

 

4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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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本公司 2017 年 4月 7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司拟以 2016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5,125,882,35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1元（含税），共计

分配人民币 512,588,235.20 元。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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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西电 60117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田喜民 谢黎 

办公地址 西安市高新区唐兴路7号A座 西安市高新区唐兴路7号A

座 

电话 029-88832083 029-88832083 

电子信箱 dsh@xd.com.cn dsh@xd.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主要业务：公司主要从事输配电和控制设备及相关电器机械和器材、机械电子一体化产品、

电子通信设备、普通机械的研究、设计、制造、销售及相关技术研究、服务；经营本公司自产产

品的出口业务和本公司所需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国内外电网、电站成套工

程的总承包和分包，及其他进出口贸易；商务服务和科技交流业务；房屋及设备的租赁。 

2.主要产品包括：3.6kV 及以上电压等级的高压开关（GIS、GCB、隔离开关、接地开关等），

6kV 及以上电压等级的电力变压器、并联电抗器、±50kV 及以上电压等级的换流变压器、平波电

抗器、直流输电换流阀，电力电容器、互感器（CVT、CT、PT）、绝缘子（电站电瓷产品、复合材

料绝缘子产品）、套管、氧化锌避雷器等。 

3.经营模式：公司实施战略管控与财务管控相结合的模式，按照总部战略管控、所属成员企

业专业化运营的管理原则，形成总部决策监控、业务板块和子企业专业化统筹运营的经营模式。

其中，总部主要发挥战略管理、资本运作、人力资源管理、风险控制、经营协调等中心职能，所

属子公司遵循统一管理规范下的自主经营，主要承担所属专业领域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等管

理职责。 

①采购模式：实行公司统一领导、分层管理、专业化分工、流程化操作的管理运行机制。公

司实行采购归口管理，以集中采购为主，企业自主采购为辅，以电子采购平台为工具，以统筹结

算为保障，实现采供共赢的采购管理体制。其中，固定资产投资项目限额以上由公司统一组织招

标；大宗生产物资由公司委托平台企业统一组织招标采购；服务外包（财务、审计、法律、评估、

企业管理、专项咨询等）项目由公司统一组织招标采购。 

②生产模式：中国西电生产组织形式是以产品为对象进行企业分工，按照输配电设备成套原

则实行公司内部成套。子公司内部按照产品和工艺进行分工，采用必要的供应链手段形成内部成

套。公司采取产品专业化和工艺专业化相结合的生产方式，既适合小批量多品种生产，又适合大

批量小批次生产。对有典型个性化需求的产品，公司实施严格的按需定制生产，根据不同用户电

力系统的要求，签署技术合同，进行定制设计和生产，并依托企业信息网络管理平台，对生产计

划制定、生产组织落实、检验入库等全过程实施有效的信息网络管理；对不具备典型个性化需求

的产品，公司按照市场需求的预测，组织采购，安排生产。产品的最终组装及试验工序在公司内

完成。 

③营销模式： 中国西电的所有产品均采用直销的方式进行销售。公司具有独立的产品销售权，

包括外贸产品进出口经营权。公司根据企业发展目标、市场需求形势和生产能力，制订产品年度



销售计划。依托公司的国内、国外销售网络，实行重点用户（或项目）集中销售和一般用户（或

项目）区域销售相结合的销售策略和手段，采取项目跟踪动态管理。 

4. 主要业绩驱动因素：本年度营业收入水平同比稳步提升，一是受益于重点项目顺利交货；

二是结构调整和提质增效等工作深入开展，经营效益显著增长。2016 年，面对输变电行业产能过

剩，价格竞争激烈，产品毛利率降低等不利局面，公司强化营销结构调整力度，狠抓特高压和一

带一路国际市场，通过强化预算管理、板块平台化建设和科技创新能力，以开展亏损企业治理、

提质增效系列工作为抓手，统筹发力，有效提升企业经营效益，产品盈利能力明显增强。 

5.行业情况说明：输配电设备制造行业在电力工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电力工业是国民经

济的基础工业，输配电成套设备主要应用于电力系统和工矿企业的电能传输和电能控制等，影响

电网的建设、安全与可靠运行。电力工业的快速发展对促进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加快工业化

进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输配电装备制造业在支持电网发展、提高电网安全、应对突发事件、

保证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及经济安全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电力是最终消费能源，各种一次能源都有先转化为电力能源从而进入消费领域的趋势，以达

到使用广泛、方便、洁净、提高效率的目的。电网是实现各种一次能源转换为电力能源之后进行

互相调剂、互为补充的迅速、灵活、高效的能源流通渠道，输电和配电是电网的必要组成部分。

通常将电能从电源点送往负荷中心的线路称为输电线路，将电能在负荷中心进行分配的线路称为

配电线路。输配电设备包括一次设备和二次设备。一次设备主要包括开关、变压器、电抗器、电

容器、互感器、绝缘子、避雷器、直流输电换流阀及电线电缆等，是电力输送的硬件设备；二次

设备则主要是针对电力设备控制及电网自动控制、保护和调度，是电力控制设备、电力输送的软

件设备。 

随着全球能源互联网战略稳步推进，能源结构深刻变化，以特高压电网为骨干网架、以清洁

能源为主导的全球能源互联网将逐步建成，发、输、配、用的输配电全产业链体系构建将成为发

展重点，行业发展迎来整合期。 

中国西电作为目前国内最具规模、成套能力最强的高压、超高压、特高压交直流输配电设备

和其他电工产品的研发、生产制造基地，先后为“三峡工程”、“青藏交直流联网工程”、“西电东

送”等多个国家重点工程项目提供了成套输配电装备和服务，承担着促进我国输配电装备技术进

步和为国家重点工程项目提供关键设备的重任，也是我国输配电装备制造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

重要力量。经过不断改革发展、技术改造和管理优化，中国西电的企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已

发展成为我国输配电设备领域产品电压等级最高、产品品种最多、成套性最好、自主开发能力最



强、测试技术和制造水平最先进的集团企业，成为我国高压、特高压输配电装备制造业的领导。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年 

总资产 34,662,363,770.43 32,557,708,178.81 6.46 30,905,154,907.27 

营业收入 13,979,887,525.73 13,104,431,839.78 6.68 13,869,680,058.3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127,890,758.90 903,974,175.74 24.77 684,129,128.3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058,972,755.00 822,858,407.45 28.69 642,488,017.6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8,994,358,350.43 18,434,922,620.71 3.03 18,025,888,739.47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74,440,094.06 3,158,833,228.01 -78.65 2,772,441.11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20 0.176 25.00 0.13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6.07 4.98 增加1.09个百

分点 

3.83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2,431,609,727.47 3,080,074,971.32 3,241,533,121.61 5,226,669,705.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32,533,791.25 231,198,711.41 290,992,751.99 373,165,504.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225,948,304.72 215,452,901.04 270,376,388.70 347,195,160.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761,998,313.83 1,627,454,916.98 -845,065,707.92 1,654,049,198.83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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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69,81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66,18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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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国西电集团公司 37,403,671 2,628,872,572 51.29 0 无 0 国有

法人 

GE 

Smallworld(Singapore)Pte   

Led. 

0 768,882,352 15 0 无 0 境外

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3,344,315 132,628,355 2.59 0 未知   国有

法人 

陕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71,525,486 125,025,486 2.44 0 无 0 国有

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0 53,831,400 1.05 0 未知   国有

法人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0 27,806,845 0.54 0 无 0 国有

法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安新丝路主题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1,500,000 21,000,000 0.41 0 未知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实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 15,914,711 0.31 0 未知   未知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0 15,446,300 0.3 0 未知   未知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

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0 15,446,300 0.3 0 未知   未知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0 15,446,300 0.3 0 未知   未知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0 15,446,300 0.3 0 未知   未知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0 15,446,300 0.3 0 未知   未知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0 15,446,300 0.3 0 未知   未知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0 15,446,300 0.3 0 未知   未知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0 15,446,300 0.3 0 未知   未知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0 15,446,300 0.3 0 未知   未知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

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0 15,446,300 0.3 0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除已知中国西电集团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无关联关

系和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外，不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和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1.扎实推进提质增效各项工作，确保企业平稳健康发展 

运用信息化战略管理工具，落实提质增效工作任务时间节点、完成标志，并将完成情况纳入

年度绩效考核，确保各项举措推进有效。一是狠抓“两金”压控。通过摸排清查，确定压控重点，

查找管理问题，对长账龄、大金额、账实不符、以及恶意欠款等相关事项进行挂牌督办。二是强

化采购管理体制、机制建设，规范集中采购、招标等基础管理，积极推动采购降本。三是推进国

家智能制造专项取得成效，西开电气、西电西变两个智能制造数字化车间项目完成验收；新获批

“特高压断路器用大功率液压碟簧操动机构”等国家智能制造专项。四是深化精益管理体系建设，

构建全员参与的持续改善体系，全年征集有效提案 8000余项，修订完善《精益管理评价细则 2.0》。 

2.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培育企业发展新动能 

公司始终将技术创新作为立身之本。一是对所属西高院的科技研发和试验检测业务进行拆分，

将研发业务组建完成西电研究院，为新领域新技术新业务的创新、创业与技术孵化、新技术领域

领军人才培养提供支撑。二是开展重大自主创新研发，与科研机构、高校、中央企业及用户建立

创新联盟，开展产品技术开发和行业前沿技术合作研究。三是加快推进产品研发国际化认证工作，

完成了 363kV GIS、363kV罐式断路器、150kV CT、150kV CVT等多项产品的试验，有力支持了国

际化经营的实施。四是深入开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完成西电创客空间建设方案和管理办法，

举办青年职工创新大赛，联合西安交通大学共同举办 2016“西电智慧电气杯”大学生创新大赛，

22所高校 200多名选手的参与，为公司新业务拓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3.深化企业改革，创新发展动力不断增强 

积极稳妥推进企业改革，以改革促发展。一是积极稳妥推进压缩管理层级、减少企业法人户

数工作。制订工作方案，采取兼并重组、股权转让、减资退出等方式完成了计划目标。二是实施

内部资源重组，将西电销司转型为西电新能源公司，探索新能源业务领域转型升级发展。三是以

结构调整为目标，将管理层级压减、提质增效等改革发展工作统一协调，对人员进行结构性调整；

强化工资总额过程管控，对于效益明显下滑的企业及时预警，实现效益与工资的同向变动。四是

优化管控模式，颁布实施了变压器平台管理制度，五个协同作用得到有效发挥，在带动西电常变

特高压发展、西电济变出口业务增长、西电套管资源重组及支撑西电印尼、西电埃及发展等方面

取得了显著成效。 

4.优化市场结构，实现订货同比增长 

密切跟踪市场和行业变化，通过细分市场、精耕市场，不断扩大市场份额。一是在确保电网

市场份额保持稳定的基础上，加大对网外市场及常规产品市场开拓力度，以主机企业发展带动配

套产品销售，聚力电源市场、铁道电气化市场和工业用户市场。二是以西电新能源为平台，加强

新能源领域市场开拓，在光伏电站设备总包、一次高压设备集成供货等业务领域取得零的突破。

三是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发挥西电产业与技术特长，争取海外订单。积极参加德国汉诺

威工业博览会、印度电力电工展、全球能源互联大会等多个展会，有效提升了公司品牌知名度及

行业认知度。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016年 3月 29日，经过本公司第二届第三十四次董事会作出决议，公司自 2016年 1月 1日

起执行固定资产折旧会计估计变更。对部分固定资产(机器设备、电子设备等)以及无形资产(专有

技术)剩余年限进行调整。部分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是指与特高压项目相关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

产。其中：(1)固定资产(机器设备、电子设备等)调整前预计平均剩余使用年限为 5.68 年，调整

后为 3年；无形资产(专有技术)调整前预计平均剩余使用年限为 6.39年，调整后为 3.4年。 

 



上述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本期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单位：元） 

报表项目 

会计估计变更前年

末余额/本年发生

额 

固定资产折旧政策

会计估计变更影响

额 

无形资产摊销政

策会计估计变更

影响额 

会计估计变更后年

末余额/本年发生

额 

未分配利润 1,922,875,543.54 -41,609,499.37 -10,795,143.73 1,870,470,900.44 

少数股东权益 1,108,051,606.96 -953,193.14 -372,138.40 1,106,726,275.42 

主营业务成本 9,722,283,080.46 36,903,305.28 -    9,759,186,385.74 

管理费用 1,771,545,999.19 29,850.30 13,137,978.98 1,784,713,828.47 

销售费用 1,062,601,525.01 13,137,978.98 -    1,075,739,503.99 

所得税费用 173,833,299.06 -7,508,442.05 -1,970,696.84 164,354,160.17 

少数股东损益 7,690,942.76 -953,193.14 -372,138.40 6,365,611.22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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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本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详见 2016年年度报告附注九，本年度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为西电 EGEMAC 高压电气有限公司(“西电埃及”)和西电印尼 SAKTI 有限责任公司(“西电印

尼”)，详见 2016年年度报告附注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