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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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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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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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4月 19日，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7年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拟以本次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总股份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十股分配现金股利 7

元（含税），该议案还需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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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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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 浙江省乐清市北白象镇正泰工业园区

正泰路1号 

上海市松江区思贤路3255

号正泰工业园2号楼 

电话 0577-62877777 021-67777777 

电子信箱 chintzqb@chint.com panh@chi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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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配电电器、终端电器、控制电器、电源电器等低压电器及电子电器、仪器仪表、

建筑电器和自动化控制系统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目前，本公司生产主要采用存货与订单生产相结合的方式，由于低压电器产品具有量大面广、

品种繁多的特点，公司的销售主要采用经销商模式，也有小部分产品由公司主导拓展。 

低压电器行业是一个充分国际竞争、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行业，形成了跨国公司与各国国内本

土优势企业共存的竞争格局。作为根植于中国这一全球增长最为迅速的庞大低压电器市场的龙头

企业，本公司的营销网络优势、品牌优势、技术及管理优势有助于本公司继续巩固领先地位，并

持续受惠于行业的结构性变化，而本公司的成本优势加之积极技术创新，有利于构筑开拓国际市

场的后发优势。 

自上市以来，公司利用稳固的行业龙头地位、卓越的品牌优势、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及自身

产业链升级等优势逐步实现低压电气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的转型，未来公司还将进一步通过产业

链的整体协同，把握新能源发展契机和电改机遇，实现向智慧能源解决方案供应商的跨越式发展。 

2016 年末，公司完成对正泰新能源的收购，形成了“低压电器+光伏新能源”双主业。公司

以旗下全资子公司正泰新能源为平台，深耕光伏组件及电池片制造，光伏电站领域的投资、建设、

运营，及海外工程总包等业务领域，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民营光伏发电企业，并凭借自身丰富的项

目开发、设计和建设经验，为客户提供光伏电站整体解决方案并提供工程总包及整套设备供应。 

公司及正泰新能源开发的业务结合电力改革蕴育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亦将实现上市公司把握

电改机遇、提升商业模式的战略布局。依托光伏发电业务，未来上市公司将积极把握电改配售端

放开机会，参与售电业务，构建集“新能源发电、配电、售电、用电”于一体的区域微电网，实

现商业模式转型；积极发展地面光伏电站的同时，大力发展工商业及户用光伏系统，全面参与用

户侧分布式电源市场；打造能源互联网平台，整合光伏发电及电器制造的产业链资源，发挥协同

效应。 

正泰电器将积极布局光伏发电，完善电力产业链各个环节，从单一的装备制造企业升级为集

运营、管理、制造为一体的综合型电力企业，致力于打造成为全球领先的智慧能源开发与运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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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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155,384,122.94 35,355,937,406.65 24.89 30,187,108,069.91 12,111,124,244.82 

营业收入 23,416,550,017.47 20,164,545,252.65 16.13 17,325,601,571.58 12,026,466,467.64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839,854,715.58 2,184,763,496.16 29.98 1,787,203,359.88 1,743,304,838.13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

利润 

2,632,336,359.98 1,595,697,185.62 64.96 1,668,476,327.47 1,663,546,400.90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9,986,459,177.61 13,380,441,490.55 49.37 9,715,859,702.15 6,705,446,074.28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567,621,371.18 4,898,198,299.33 -47.58 3,561,125,273.78 1,925,609,938.27 

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1.34 1.31 2.29 1.07 1.33 

稀释每股收

益（元／股） 

1.34 1.31 2.29 1.07 1.33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15.35 20.62 减少

5.27个

百分点 

21.12 2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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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0,952,720.77 5,924,475,116.57 6,031,157,653.47 7,479,964,526.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59,269,597.45 897,184,678.58 711,234,327.93 872,166,111.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323,005,999.34 850,307,813.93 682,987,219.55 776,035,327.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6,093,681.41 868,508,203.31 947,231,531.50 807,975,317.78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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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公司于 2016年末发行股份和现金方式购买浙江正泰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股权为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而增加子公司，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本公司已按规定对比较数据进行了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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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2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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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

份 

状

态 

数量 

正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0 1,002,223,564 46.59 148,123,564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浙江正泰新能源投

资有限公司 

0 180,311,496 8.38 180,311,496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南存辉 0 95,228,331 4.43 20,713,064 质

押 

50,000,000 境内自

然人 

杭州通祥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0 60,174,644 2.80 0 未

知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薛光迪 0 34,129,692 1.59  未

知 

 境内自

然人 

杭州浙景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0 30,087,322 1.40 0 质

押 

30,087,322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朱信敏 0 26,566,179 1.23  无 0 境内自

然人 

第一创业证券－国

信证券－共盈大岩

量化定增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0 26,166,097 1.22 26,166,097 未

知 

 未知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

责任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

019L－CT001沪 

12,327,487 25,958,921 1.21 3,581,511 未

知 

 未知 



5 

融通资本－浦发银

行－云南国际信托

－云信智兴

2016-269号单一资

金信托 

24,800,910 24,800,910 1.15 24,800,910 未

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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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尔、南笑鸥、南金侠为南存辉子女。南存辉

直接持有本公司 4.43%的股份，同时通过控制正泰集团间接持有本公

司 46.59%的股份，并通过正泰集团控股子公司正泰新能源投资间接

持有本公司 8.38%股份，其一致行动人南尔、南笑鸥、南金侠分别直

接持有本公司 0.02%、0.02%和 0.02%股份，正泰集团及其一致行动

人合计持有本公司 59.46%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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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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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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34.17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6.13%；净利润 29.96 亿元，

同比增长 14.4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8.40 亿元，同比增长 29.98%；经营性现金流净

额为 25.68亿元。 

截至 2017 年年底，公司总资产为 441.55 亿元，同比增长 24.89%，所有者权益为 205.70 亿

元，同比增长 46.36%。 

2017年，世界形势错综复杂、国内经济稳中有进，在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公司经营班子与

全体员工共同紧密围绕年初制定的各项目标任务，抢抓机遇，攻坚克难，锐意创新，取得了显著

的经营业绩。 

公司通过“全国文明单位”复评，名列中国企业 500 强、民营企业 500 强和中国上市公司市

值 500 强，被授予“全国产品和服务质量诚信示范企业”“省级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示范企

业”。正泰新能源荣膺第六届中国财经峰会“2017 杰出品牌形象奖”，光伏检测中心获国家 CNAS

实验室认可资质。正泰电器技术研究院作为首批省级重点企业研究院和省重大科技专项通过验收。

正泰电工获“2017 中国房地产供应商技术创新能力品牌 TOP5”。 

1.统筹规划，强化合作，助推跨越发展 

公司开展 “十三五”战略规划制修订；编制公司三年发展战略综合报告；加强宏观经济环境

分析和政策、相关产业等专题研究。 

开展新加坡日光电气等国外项目和贵州恒昊并购、中能锂业增资等国内项目的投资并购。 

2.瞄准科技前沿，拓展精品开发，实现原创成果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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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坚持自主创新，完善技术研发体系。全年新产品开发完成 115 项，其中储能 EMS电能管

理系统国内领先，为正泰储能业务推进打下基础；居民网荷互动智能断路器在传统断路器功能上

新增有功电能等电参量量测功能，并可实现远程控制及通讯等功能，技术国内领先。 

报告期内，公司响应国家 2025智能制造的号召，积极推进产业升级，已经实施了工控及终端

制造中心自动化改造，下一步公司将持续转型推进智能制造产业领域的全面升级，并致力于成为

整个智能制造系统的核心提供商。 

公司重视知识产权保护，报告期内专利申请 611件，专利授权 521 件。持续推进新技术、新

工艺的引进、推广和应用，开展研发试验平台建设，完成智能试验室建设前期准备工作，生产效

率持续提高。 

3.市场引领促变革，因时因地施新策，推进国内外营销新增长 

公司强化营销政策策划和对各销售办事处的督导，提升整体渠道核心竞争力。加强二级分销

网络建设、弱势区域提升和中小经销商关怀，按照“规划渠道布局、明确区域范围、落实客户归

属、实施指标还原”等步骤，致力于渠道网络重构。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渠道再造，从传统的分销渠道到具有技术服务和客户整体解决方案、工

程施工服务等综合服务能力的提升。公司全力拓展行业客户，建设渠道生态，提出全价值链营销

模式理念。 

以客户为导向，以行业为抓手，深耕细分行业，关注客户需求，根据客户需求整合、调整业

务。在关注传统分销业务基础上，关注行业战略大客户、工控自动化行业、机械配套设备制造行

业（OEM），流程与过程自动化行业（如电厂、集中供热、轨交、水处理、石油石化等） 

跟随国家政府号召，沿海上“一带一路”国家，结合政府战略举措，积极跟进电力设施及配

套设备的业务落地，实现海外销售收入持续增长。根据不同国家特性，实行差异化策略提升整体

经营能力。成功实现佛山威立雅、上海威立雅等项目落地。在泰国成功举办公司第七届国际营销

大会，全球超过 200名客户共同参与，共同见证昆仑产品海外首发上市。埃及区域工厂顺利开业。 

诺雅克全力聚焦高端行业市场，继续扩大品牌在 HVAC暖通空调行业占有率，成功攻克多个业

界知名 OEM客户；工程项目行业在新的市场领域取得突破。 

公司推进 O2O 业务规划，由基于工业电器传统单一的线下营销，转型为线上线下结合的整合

营销。 

从以往更多关注 B2B 领域到既更加关注 B2B也关注 B2C业务，实现电器产品的全市场覆盖。

公司智能楼宇及智能家居产品有效结合众筹、新品发布会、文化主题推广等形式，线上线下联动

销售。2017年双十一，正泰电商全网销售突破亿元大关，天猫官方旗舰店单店连续 4年蝉联电子

电工行业冠军。 

依托新华自动化产业公司逐步做大做强更完整地开发工控自动化产业的产品系列，创新业务

模式，积极拓展新市场新领域新客户，成为巴基斯坦萨希瓦尔 2×660MW 燃煤电站项目供应商。 

报告期内，正泰新能源完成户用光伏用户安装超 4 万户，领跑国内户用光伏行业，通过承办

全国户用光伏应用经验交流会，举办正泰百镇万村“新能源示范镇”创新交流会及“正泰光伏学

院”揭幕典礼和正泰户用光伏全国经销商推广大会等，进一步提升品牌影响力。加强居民屋顶业

务的市场拓展，在浙江省内已招募 60 家代理企业，省外开发安徽、河南、山东、江苏等市场共

22 家代理企业，工商业分布式方面实现余量上网模式装机超 500MW，行业领先，为售电则改革大

背景下的“隔墙售电”奠定坚实基础。国内销售成功中标能建、中冶南方、湖北农谷等项目；海

外销售实现澳洲、亚太、中东、美国、印度等市场重大突破。 

4.提升制造管理技能，大力推进数字化制造，实施提质降本可继增效 

公司围绕高品质、低成本、短交期满足用户需求的核心责任，制定“十三五”数字化制造规

划，制定了“十三五”供应价值链发展规划，持续以工信部《基于物联网与能效管理的用户端电

器设备数字化车间的研制与应用项目》为切入点,大力推进数字化制造，取得阶段性成果。四条交



8 

流接触器数字化生产线投运，小型断路器数字化生产线进入调试阶段；组织能效管理系统、物流

自动化项目、仓库管理（WMS）系统、制造执行（MES）系统、供应商管理（SRM）系统等信息化系

统方案支撑设备调试。积极推进两化融合管理体系的保持和持续改进，取得国家正式版标准发布

后第一批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证书。 

加强生产和采购管理，开源节流，降本增效。2017年，生产采购合计降本 11,200万元。 

正泰新能源以降本增效为主线，全面统筹晶硅制造。深入挖掘设备的生产潜力，优化供应链

管理体系等一揽子策略的实施，通过更换瓶颈设备、改进瓶颈设备程序、提升设备运行节拍及工

艺部门的优化工艺参数等方式，整体产能进一步提升，实现电池产线单多晶兼容，背钝化产能覆

盖比例超过 90%。 

公司持续推进“质量素质、对标对比、可靠性、满意度”四大提升工程，夯实质量管理基础；

深化“质量差异化、质量预警、过程质量控制、三级质量改进”四大管控机制建设，全面提升系

统管控能力；强化质量风险管控，有效落实质量责任制度；实施重点产品监管，推动关键产品质

量提升；建设正泰质量学院，强化队伍建设与能力提升；深化质量系统改革，统筹质量发展规划，

构建以质量为核心的经营管理模式，全面提高了公司质量管理水平，各项主要质量指标再上新台

阶。 

公司借助集团财务公司成立的契机，盘活票据池，提高资金使用率，强化资金管理和信用监

督；加大成本费用监督和管控；加强财务分析和预算管理；做好税务管理与财税政策研筹；完善

核算管理和资产监督。 

公司强化法律风险防范，完成 44项重点商务项目，起草及评审法律文件，提示法律风险并提

供法律解决方案。 

5.激活人力资源，打造凝聚力工程，增强发展后劲 

公司创新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优化人才引进模式，注重引进人才素质，引进各类非一线人才

586人（包括中高端人才 135人）。修订《绩效管理》制度，加快绩效管理体系建设，强化绩效支

持与帮扶；持续完善薪酬激励机制，推进落实各级股权激励方案。积极开展培训体系建设，实施

多元化培训，人均 14.57 学时；着力推进“五橫五纵”训练营与人才梯队建设；大力推进员工职

业发展通道建设，开展 IE等 14 个职类任职资格标准制定与 267 人专业等级评定、聘任及薪酬对

接工作；持续完善与落实干部管理。 

党群工作以生产经营为中心，坚持人文关怀。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展多项专题

学习教育活动，助推企业健康发展。扎实开展“五结合”学习型班组活动，全年开展班组学习、

技能比武、岗位练兵等 80 多次。开展“我爱我，让心灵洒满阳光”心理知识竞赛和“正能量•泰

幸福”心理剧比赛；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陶冶员工情操，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不断

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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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本公司自 2017年 5月 28日起执行财政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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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自 2017年 6月 12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

政府补助》。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4.2.本公司编制 2017 年度报表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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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原列报于“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损失、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利得和损失变更为列报于“资产处置收益”。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

法，调减 2016 年度营业外收入 3,731,209.84 元，营业外支出 10,624,726.59 元，调增资产处置

收益-6,893,516.7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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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将浙江正泰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浙江正泰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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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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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南存辉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7-4-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