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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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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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 20,111,129.67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1,574,804.67 元，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净利润 11,574,804.67 元，期末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533,069,309.67元。 

根据公司《公司章程》确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和公司制定的《三年股东回报规划》，拟按 2018

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净利润 11,574,804.67 元的 22.90%，即 2,650,488.00 元进行利润分配，以

2018年末公司股本总额 441,748,000股为基数，每 10股派现 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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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城电工 600192 G电工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白天洪 周济海 

办公地址 兰州市城关区农民巷215号 兰州市城关区农民巷215号 

电话 0931-8415501 0931-8415321 

电子信箱 gwe@chinagwe.com gwe@chinagwe.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属机械工业中的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主要从事高中低压开关成套设备、高

中低压电器元件、电气传动自动化装置、新能源装备等电工电器类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以



及水电运营与管理等业务。电工电气产品业务是支撑公司经营发展的核心产业，现已初步形成以

高中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及元件产品为主导的电工电气输配电产业系统集成发展、以工业自动化装

置产品为主导的工业自动化产业系统集成发展，以及以新能源汽车核心动力服务产业和专业配套

服务为主导的战略新兴产业、生产性服务业协同发展格局。 

公司实行母子公司管理模式。在经营模式方面，公司采购模式为：公司生产所需的大宗物资

（铜材、铜材等），主要由公司全资子公司长城电工天水物流有限公司负责采购配送，其余原料和

器件由各子公司根据对市场的预测和订单情况，制定生产计划并制定采购计划，确定需要采购的

原材料和器件的种类和数量，并及时进行采购。生产模式为：公司所有产品的生产均采用订单生

产模式（MTO）,以销售合同的执行为生产依据，根据合同规定的数量、规格及质量要求组织生产：

针对 MTO 产品的生产过程比较复杂、需求变更频繁、量少样多的特点，各子公司通过企业资源管

理（ERP)系统，以销定产、按单设计、按单核算、按单管控，有效地提升订单按时交付率和客户

满意度，提升生产的协调性和生产效率，提高生产快速反应能力。销售模式为：采取直销为主、

代销为辅的销售模式，依据各类产品的不同特点，制定了相应的定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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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4,661,888,154.02 4,689,745,014.23 -0.59 4,639,936,559.98 

营业收入 1,784,136,697.78 1,904,348,967.99 -6.31 1,816,085,979.4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1,574,804.67 16,583,121.77 -30.20 22,315,017.2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0,016,352.26 -37,001,987.49 18.88 370,995.8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930,394,139.44 1,952,333,935.67 -1.12 1,927,258,851.30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68,285,540.21 -99,711,647.10 - 3,308,890.43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262 0.0375 -30.13 0.0505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262 0.0375 -30.13 0.0505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0.59 0.85 减少0.26个百分点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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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325,894.11  521,058,250.68  474,037,310.66  430,715,242.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359,096.47  9,236,329.61  1,327,790.06  -1,348,411.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734,947.04  6,301,758.41  -5,649,529.58  -32,403,528.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4,675,877.61  16,813,897.03  18,666,732.09  97,480,78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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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8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1,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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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0 171,272,753 38.77 0 无 0 国有法人 

黄泽坚 0 7,798,100 1.7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白欣 34,800 3,165,300 0.7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创金

合信沪港深研究精选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1,959,800 2,393,742 0.54 0 无 0 国有法人 

刘占涛 0 1,877,840 0.4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安伟 270,000 1,500,000 0.3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郭望明 1,467,700 1,467,700 0.3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创金

合信优选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928,854 1,288,794 0.29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0 1,078,100 0.24 0 无 0 国有法人 

刘美秋 1,066,567 1,066,567 0.2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前十大股东中，国投集团与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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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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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完成营业收入 17.84亿元，同比下降 6.31%；实现利润总额 2,781.66万元，

同比下降 31.4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57.48 万元，同比下降 30.20%，经营指标下

降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合并范围发生变更，长城果汁本期不纳入合并，导致收入、成本、费用、利

润总额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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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6 月 15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8]15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本公司按照该规定编制了 2018年年

度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调整上期相关财务报表列报。详见年报附注五、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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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27户，详见年报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本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增加 1户，详见年报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