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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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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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不进行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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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交所 百利电气 600468 特精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刘敏 

电话 022-83963876 

办公地址 天津市西青经济开发区民和道12号 

电子信箱 600468@benefo.tj.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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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2,657,184,842.86 2,728,541,660.07 -2.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56,173,118.19 1,750,477,452.36 -5.39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072,507.12 11,615,591.31 -401.94 

营业收入 735,309,804.58 707,687,015.53 3.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581,754.41 39,265,660.47 -17.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294,959.38 27,018,120.98 -17.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4 2.15 减少0.2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97 0.0350 -15.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97 0.0350 -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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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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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液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1.66 579,606,870 0 无 0 

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国有法人 3.04 34,159,717 0 无 0 

天津百利机械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3 26,164,611 0 无 0 

天津市鑫皓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6 24,267,831 0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0 21,314,510 0 无 0 

天弘基金－工商银行－天弘基金

－定增 116号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3 19,369,714 0 无 0 

卢君 境内自然人 1.57 17,589,671 0 无 0 

东海基金－工商银行－鑫龙 177

号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8 15,452,623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84 9,410,730 0 无 0 

深圳前海一线红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一线红新兴产业投资私募证

券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8 7,589,4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天津液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市鑫皓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天津百利机械装

备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属于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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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 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延续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公司紧紧围绕“做大增量、优化存量，健全风险防范机制，推进人才兴企战略”一体两翼的既定

战略，加速推进各项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实施产业链整合，促进内生性增长 

一是突出主营业务，积极开展资源整合，利用近年来并购重组企业的资源优势，形成技术、

人才、制造、市场资源共享，激发协同效应，通过产业链整合带动企业发展。二是推行精益化管

理，强调效率与效益是企业的生命线，完善规范化管理和制度化建设，加强对采购、研发、销售

等关键经营环节的监督，有效控制经营风险。三是依托两化融合体系，重点落实制造车间的自动

化和智能化建设，从降本增效、稳定质量、扩大产能的角度出发对生产装备及作业环境进行技术

革新，进一步提高企业自动化水平、生产功效和产品质量。 

践行人才兴企战略，推进三项制度改革 

推进人事、劳动、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形成“能上能下，能进能出，能增能减”的用人机制，

营造“想干事有机会，能干事有平台，干成事有位置”的用人环境。完善企业激励约束机制，为

员工搭建干事创业的平台，在公司本部和控股子公司深入推进职业经理人制度建设，按照市场化

选聘的原则，健全职业契约化管理机制；完善员工招聘与合同管理制度，加强人力资源信息化管

理水平，健全人力资源数据库，探索股权激励等中长期激励方式。促进员工与企业形成利益共同

体，加速凝聚求新求变求发展的共识，进而增强整个团队的战斗力。 

整合营销资源，加快市场转型 

扩大营销业务职能，细分为市场管理、商务、销售、技术支持四分部，各分部针对市场需求

提供专业化服务，实现垂直管理和精细化营销。以市场为导向，对人员、项目、数据进行统一管

理，提升公司对市场需求的响应速度。引导市场营销人员立足传统的销售渠道，并从单一输配电

行业的销售逐步向高端制造、新能源、轨道交通、自动控制等领域转型。同时，公司加强经销商

队伍建设，健全考核机制，将经销商销售业绩与市场政策挂钩，与经销商建立全面、新型、共赢

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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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

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

报》（2017 年修订）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

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对于首次执行日尚未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之前的确

认和计量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应当追溯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修订后的

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本公司将因追溯调整产生的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和

其他综合收益，执行上述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①因报表项目名称变更，将“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重分
法定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负债：减少 1,859,650.00 元 



类至“交易性金融负债”。 交易性金融负债：增加 1,859,650.00 元 

②非交易性的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指定

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的金融资产”。 

法定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 38 万元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增加 38 万元 

（2）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9）6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

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①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

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列示，比较数

据相应调整。 

法定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

收账款”，“应收票据”本期金额 274,943,233.68 元，

2018 年末 294,652,851.31 元；“应收账款”本期金额

620,573,787.15 元，2018 年末 506,880,260.96 元。 

②资产负债表中“应付票据及

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据”

和“应付账款”，比较数据相

应调整。 

法定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

付账款”，“应付票据”本期金额 20,047,026.93 元，

2018 年末 5,971,301.00 元；“应付账款”本期金额

177,564,992.53 元，2018 年末 174,718,885.20 元。 

（3）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 修订） 

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 9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 修订）

（财会〔2019〕8 号），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9 年 6 月 10 日起施行，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本准则

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非

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

重大影响。 

（4）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2019 修订） 

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 16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2019 修订）（财

会〔2019〕9 号），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9 年 6 月 17 日起施行，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本准则施行

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

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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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