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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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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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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董事 王天也 因工作原因 李涛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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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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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高电气 60031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湘意   

电话 0375-3804990   

办公地址 河南省平顶山市南环东路22号   

电子信箱 xiangy1397@163.com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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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9,295,351,126.36 17,724,555,819.38 17,724,555,819.38 8.8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8,563,300,341.70 9,023,514,872.29 9,023,514,872.29 -5.10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511,991,303.74 -241,297,624.16 8,580,142.29 不适用 

营业收入 4,113,384,322.29 3,495,743,374.99 2,615,088,846.19 17.6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350,210,811.75 541,574,569.37 524,931,471.87 -35.3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46,843,072.04 521,880,591.89 522,896,109.78 -33.54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3.86 6.97 8.47 减少3.11个

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6 0.41 0.46 -36.59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6 0.41 0.46 -36.59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61,065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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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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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高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40.16 544,991,673   无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未知 2.51 34,000,000 34,000,000 未知   

华安基金－工商银行－国民

信托－国民信托·平高电气

定增单一资金信托 

未知 2.08 28,281,427 28,281,427 未知   

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未知 1.99 27,000,000 27,000,000 未知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1.62 22,000,400 22,000,000 未知   

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未知 1.62 22,000,000 22,000,000 未知   

诺安基金－兴业证券－南京

双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未知 1.62 22,000,000 22,000,000 未知   

广州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广金资产财富管理优选 1

号私募投资基金 

未知 1.62 22,000,000 22,000,000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0.96 13,000,258   未知   

阿布达比投资局 未知 0.89 12,113,221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平高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

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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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河 南 平 高

电 气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15 年公

司债券 

15 平高债 122459 2015.9.16 2018.9.15 549,243,750.07 3.93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0.5396   0.4723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20.16   21.98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经营形势，公司上下紧密围绕工作大局，坚持以提质增效为中

心，不断加快改革发展步伐，持续强化生产经营管理，扎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各项工

作取得新成效。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41.13 亿元，利润总额 4.42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

润 3.50 亿元。 

生产质量形势稳定 

明确计划、履约、存货等 8项生产管理职能，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实现生产统一

管控。实施“战略预投+定额储备按需领取+准时化零库存”物资供应模式，实现产供

销联动。固化三级计划管理标准模板，推广采用“1+2”主排产模式，推进物料精准

投制。细化产能分析，预判生产供需状况，完善应急预案，准确把控产品交货期。完

成安全风险预控系统上线运行。全面落实“四个一”质量管理理念，零缺陷管理有序

推进。坚持质量标杆引领，开展“两排查一整治”专项行动，强化典型经验推广。加

大监督深度力度，实施责任追究，倒逼主体责任落实。公司及平芝公司获评“2017

年河南省工业企业质量标杆”。上海天灵获评“全国品牌培育示范企业”。 

市场拓展成绩显著 

以核心业绩、市场运营、协同管理为重点，建立完善考评监督体系。开展重点客

户走访，两网集招、协议库存、整站招标、苏通管廊等项目策划效果显著。加强运维

检修营销组织模式，按照“一省一情一策”，实施差异化检修营销，签订陕西框架合

作协议、山东特高压精益运检框架协议、山西超特高压检修协议，南方电网框架协议

达成意向，与浙江就代维、精品化隔离开关改造达成合作共识，制定特高压备品备件

营销计划，国网开关设备全寿命周期运营服务中心稳步推进。 

科技创新取得新突破 

持续发挥创新引领、市场适应的体系作用。完成技术、工艺体系调研诊断，开展研发体系

建设。全面启动技术标准实施评价。联合研制的±500 千伏高压直流断路器、±500 千伏柔性直流

换流阀通过国家级鉴定，分别获评国际领先、国际先进。±200 千伏直流断路器通过型式试验。

研制世界首支±1100 千伏直流纯六氟化硫气体绝缘穿墙套管，填补国际空白。研制国内首台 126

千伏电机驱动断路器，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大容量、模块化金属封闭开关设备通过公司验收。1100

千伏切滤波器组断路器通过 5 轮 C2 级裕度试验，创造世界最高记录。超高压等级断路器用 CT□

-6 型弹簧操动机构通过机械寿命试验。 

发挥党建核心作用 

制定落实党建责任计划书，有序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发挥党组织在

形势任务教育、提质增效等活动中的主体作用。强化“两个责任”落实，加强“党建+”专项活动。

推进“家文化”建设，构筑家企命运共同体。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2017 年 5 月，财政部印发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适用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发生的相关交易，公司执行该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

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 

在利润表中“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他

收益”项目，反映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 

其他收益、营业

外收入 

将“营业外收入”中符合要

求的 3,048,760.00 元调整

至“其他收益”。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