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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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建国 工作原因 李文海 

 

 

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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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拟定为：以 2017年 12月 31日的总股本 1,356,921,309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40元（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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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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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 河南省平顶山市南环东路22号   

电话 0375-3804990   

电子信箱 xiangy1397@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业务范围涵盖输配电设备研发、设计、制造、销售、检测、相关设备成套、服务与工程

承包，核心业务为高压开关业务、配电网开关业务、国内外电力工程总承包业务和开关产品运维

检修业务，能够满足我国电网建设对开关设备及配套服务的全部需求。 

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1、市场营销业务运作模式 

按照“总体管控、分体运作”的思路，集约电网本部资源、搭建区域平台，强化“战略决策、

资源调配、风险防控、服务支撑、区域协同、监督评价”的管控职能，初步建成公司本部、行业、

区域、产业间分工协作、互有重点的组织体系。公司销售部统筹两网市场，整合各单位在电网总

部的项目资源；依托区域营销服务中心调配各单位在省网的市场资源。系统外市场形成单机和系

统集成业务融合的管理构架。海外市场以国际工程为平台，形成国际业务管理与业务融合的管理

构架，围绕优势区域，搭建属地化市场平台，带动各子公司优势产品出口。 

2、技术研发业务运作模式 

坚持“基础研究与适用性研究并举，引进技术与消化吸收再创新并举，产学研用相结合”的

方针，服务于产业发展，提高产品竞争力，引领行业技术水平，形成“统一管理、分层组织、协

同共享”的技术管理体系。积极开展前瞻性、战略性、基础性、拓展性等重大科研课题研究。 

3、生产物资业务运作模式 

各生产经营单位分级设置生产部、生产处（生产科）、生产班组、库房班组，通过生产计划指

标和考核指标管控生产制造流程和进度，协调生产资源的统一配置。各生产经营单位仓储物资采

取分散物流模式，集中管控、分散管理，对物流进行灵活管控。 

电力工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产业，“电力先行”是经济社会发展中久经检验的基本规

律。在经济转型升级、能源清洁转型的新形势下，电力在能源格局中的地位更加凸显，作用更加

显著。开关设备主要用于电力系统（包括发电厂、变电站、输配电线路和工矿企业等用户）的控

制和保护，既可根据电网运行需要将一部分电力设备或线路投入或退出运行，也可在电力设备或

线路发生故障时将故障部分从电网快速切除，从而保证电网中无故障部分的正常运行及设备、运

行维修人员的安全。配电网设备是用来接受、输送和分配电能的电气设备，在电力网分配电能的

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因此，开关设备及配电网设备是非常重要的输配电设备，其安全、稳定

运行对电力系统的安全、有效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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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 

2015年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9,231,912,505.65 17,724,555,819.38 8.50 15,857,739,396.72 11,951,379,298.58 

营业收入 8,959,755,297.26 8,869,714,498.58 1.02 6,749,976,434.62 5,803,596,167.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630,517,477.54 1,219,897,093.92 -48.31 884,924,667.61 826,756,273.59 



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19,483,244.29 1,116,870,920.98 -44.53 808,414,081.32 810,644,702.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8,853,234,937.28 9,023,514,872.29 -1.89 7,690,151,205.91 6,126,851,687.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57,300,742.87 1,517,711,391.44 -149.90 228,489,778.78 317,814,264.35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647 0.9290 -49.98 0.7321 0.726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647 0.9290 -49.98 0.7321 0.72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7.11 15.29 减少8.18

个百分点 

11.72 13.57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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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3,844,732.07 2,639,539,590.22 1,848,433,015.42 2,997,937,959.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02,518,587.36 247,692,224.39 112,376,994.41 167,929,671.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100,880,126.98 245,962,945.06 111,164,850.16 161,475,322.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005,123,498.14 -506,867,805.60 -559,482,473.70 1,314,173,03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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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96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6,07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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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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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股份

数量 

平高集团有限公司 26,978,629 549,497,573 40.50   无   国有

法人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34,000,000 2.51  无  国有

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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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81,427 2.08  无  未知 

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27,000,000 1.99  质押 27,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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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0 22,400,000 1.65  无  未知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250,800 22,000,400 1.62  无  未知 

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22,000,000 1.62  无  国有

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13,000,258 13,000,258 0.96  无  未知 

华安基金－兴业银行

－广西铁路发展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 

 11,498,022 0.85  无  未知 

诺安基金－兴业证券

－南京双安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10,999,941 11,000,059 0.81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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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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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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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本付息

方式 
交易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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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9.15 549,546,250.09 3.93 本 期 债 券

采 用 单 利

计息，每年

付息一次，

最 后 一 期

上海证券

交易所 



利 息 随 本

金偿还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不适用  

2017年 9月，支付公司债第二年利息 21,615,000.00 元。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根据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评定，本公司长期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根据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的《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 2017 年跟踪评级报告》中

跟踪评级结果如下：维持公司“AA+”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评级展望维持“稳定”；同时维持“15 平

高债” “AA+”的债项信用等级。资信评级机构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每年进行一次跟踪评级，跟踪评

级结果将在资信评级机构网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予以公布。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17年 2016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52.28 47.23 5.05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28 0.66 -57.58 

利息保障倍数 8.48 16.92 -49.88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不断深入。坚持把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实施方案，各级党委组织开展专题研讨会，大力推动学习十九大精神进

基层、进班组、进现场。广大党员“四个意识”更加牢固，“四个自信”更加坚定，进一步增强了

干事创业的信心和决心。 

产业布局持续优化。深化战略研究，编制发展战略纲要。着力解决产业板块发展不均衡问题，

形成高压、配电网、国外工程总承包、运维检修四大板块高效协同发展的局面，产业结构持续优

化。巩固高压板块行业领先优势，强化配电网板块资质业绩培育和业务协同，积极培育 GIL 等新

业务。 

市场营销能力持续增强。发挥“集成商、供应商、配套商”职能，存量市场和增量市场并重，



国网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网外合同占比提高 5个百分点。特高压 GIL 项目提升品牌。中标苏通

特高压 GIL 项目 8.61亿元，完成 18 米标准单元装配，自主研制的三支柱绝缘子获得专家高度肯

定。特高压备件项目彰显地位。公司成为全国在运 26座特高压电站提供和管理备品备件的唯一供

应商，延续性良好。 

检修业务亮点纷呈。持续搭建战略合作平台，分别与山东、甘肃、辽宁、上海、深圳等 14

家省（市）公司签订检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践行“互联网+”营销思路，拓宽营销渠道，成功入

围江苏、甘肃、河南、重庆、福建等地区电商化采购集成商目录。创新营销模式，推动山东特高

压精益运检合作协议落地，开展浙江全省隔离开关精品化改造。 

服务电网建设水平不断提高。加强产供销协同，重点工程安装及投运数量保持高位。发扬特

高压精神，保障了榆横-潍坊、临沂换流站等共 33 间隔 1100千伏 GIS按期投运，上海庙-山东 9

间隔 1100 千伏 GIS、12 台 1100千伏切滤波器断路器通过带电考核。参与完成“一带一路”高峰

论坛、厦门金砖峰会等重大活动保电任务。 

科技创新成果丰硕。成功研制世界首支±1000kV 级直流纯 SF6 气体绝缘穿墙套管、1100kV

切滤波器组断路器。“1120kV 侧墙式双配重阀厅接地开关”等 3 个新产品通过国家级鉴定。研制

126kV 紧凑型断路器、混合气体管道母线等新产品。补全国际市场断路器、19 种隔离开关及 GIS

产品 77项试验资质。完成触指、喷口等 16项核心工艺改进和 154项一线工艺创新。“高参数抗寒

1100kV GIS 设备研制”等成果共获奖励 17 项，其中获得国家级奖励 4 项，科技成果奖励再创新

高。 

安全质量形势保持稳定。全面落实安全工作部署，持续推进安全设施标准化建设，全面规范

全员安全教育培训，积极推进建筑消防设施标准化管理。顺利完成公司滚动式内审、体系外审、

产品认证。推行特别质量管理零缺陷、QC活动等。公司及平芝公司荣获“2017 年河南省工业企业

质量标杆”称号，上海天灵荣获“全国工业品牌培育示范企业”，3 个 QC 小组荣获“全国优秀质

量管理小组”称号。 

经营管理水平持续提升。按照“全面集约、全程降本、全员节约”原则，制定降本增效方案，

成立组织机构，明确工作目标和任务措施。推行一体化采购，改进产品结构，提升零部件国产化

率，落实“砍掉身边的浪费”部署。固化经营分析机制，财务显示器、警示器、制动器作用持续

加强。全面推进 MES 深化应用，优化装配资源、缩短流程时间、提升装配效率。完善与 ERP、质

量管理系统的集成，实现成本收集与精细化管理。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制定针对性改进措

施，坚持可持续稳定发展，不断提升管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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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 2017 年实施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和、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财会[2017]13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号）和《财政部关于

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八次会议、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公司将本期处置的固定资产利得及损失调

整至“资产处置损益”科目核算，并对上年同期数据进行追溯调整；将自 2017 年 1月 1日起发生

的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科目。各项调整对本期及上期利润总额均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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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直接拥有河南平高电气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平高电气设备

检修有限公司、广州平高高压开关维修有限公司、四川平高高压开关维修有限公司、天津平高智

能电气有限公司、河南平芝高压开关有限公司、平高集团威海高压电器有限公司、河南平高通用

电气有限公司、平高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天灵开关厂有限公司、平高集团印度电力有限

公司 11 家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