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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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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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娟 

电话 0375-3804064 0375-3804063 

办公地址 河南省平顶山市南环东路22号 河南省平顶山市南环东路22号 

电子信箱 xiangy1397@163.com zhangj@pinggao.sgcc.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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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03,510,821.14 22,695,915,302.84 -4.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9,103,077,730.33 9,051,473,507.38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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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209,634.59 -348,362,980.32   

营业收入 3,222,888,876.92 3,102,998,622.49 3.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4,739,343.53 54,402,820.24 0.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1,103,057.13 44,313,573.87 -7.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60 0.61 减少0.0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403 0.0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403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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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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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0 549,497,573 0 无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

人 

2.51 34,000,000 0 无   

叶怡红 境内自

然人 

2.10 28,457,070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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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2.08 28,281,427 0 无   

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99 27,000,000 0 无   

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1.62 22,000,000 0 质押 11,000,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其他 0.96 13,000,258 0 无   

华安基金－兴业银行－广

西铁路发展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其他 0.85 11,498,022 0 无   

广州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广金资产财富管理优

其他 0.62 8,430,800 0 无   



选 1号私募投资基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博时中证央企结构调整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51 6,955,977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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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 年上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冲击，中美贸易摩擦

加剧严重冲击国际市场业务，复杂的外部形势和严峻的经营压力交织叠压。面对前所未有的困难

和挑战，公司全面贯彻落实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年度目标及任务，迎难而上，

锐意进取，各项工作稳中有进。公司上半年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32.23 亿元，同比增长 3.86%；利润

总额 9,428.76 万元，同比增长 30.44%；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5,473.93 万元，同比增长 0.62%。 

报告期内主要工作： 

一是复工复产重履约。认真落实国家助推企业复工复产各项举措，提前做好生产准备，科学

有序复工复产。建立应急履约服务中心，狠抓“双确认”及时性、准确性提升。提前交付青海-

河南、驻马店-南阳特高压及“三区三州”等重点工程供货产品，其中，青海海南换流站安装创造了

设备安装海拔最高、供货规模最大、设备母线最长、技术应用最新、履约速度最快五项新纪录。

承建的老挝色贡输变电项目 3 个变电站并网送电，荣获老挝“国家优质工程奖”。 

二是科技创新动力强。科研协同平台创新效应不断释放，依托区域优势和专业功能，逐步打

造高端设备和新型产业技术培育基地。成功研制世界首台 1100 千伏环保型 GIL、国内首台 126 千

伏无氟环保型 GIS，标志着公司在输电等级环保型开关产品研发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直流快速机

械开关在南网±160 千伏柔性直流输电示范工程首次应用。完成新一代高可靠性模块化干燥 



空气绝缘充气柜、大容量空气绝缘开关柜设计。持续推进信息化建设，编制三维可视化虚拟装配

及产品追溯管理建设方案，生产管控中心高压板块上线应用。 

三是市场营销业绩稳。深化“大营销”体系建设，优化激励约束实施规范，开展业绩考评及

岗位轮换，营销队伍活力持续提升。国网集招、协议库存、特高压备品备件所投标段占有率名列

前茅。参建郑州地铁项目，开启轨道交通市场新征程。首批 6 种绝缘件出口日本，实现核心零部

件海外业务新突破。大力拓展新兴业务市场，500 千伏及以上一键顺控改造市场占有率排名靠前，

电锅炉及配套系统首次中标张家口老旧小区清洁供热改造项目。中标行业第一个“GIS+GIL”深度融

合西藏拉萨换流站工程。 

四是改革攻坚敢于闯。积极探索内部机制改革，激发企业内生动力。优化高压板块产品线业

务组织架构和布局，开展绝缘产业整合研究，稳步推进机构产业提升计划，产业活力进一步释放。

深入实施配电网板块“一厂一策”方案，利润总额同比增加。完善以战略牵引和效益贡献为中心

的市场化考评机制，严肃“三位一体”考评结果应用，提拔优秀青年人才，建设专业化人才队伍。

完成 SAP 工程项目管理模块的平台搭建工作，针对工程项目建设进行全流程信息化管控，促进各

专业管理间深度融合。 

五是安全质量要求严。严格落实年度安全重点任务，认真执行安全目标责任书，压紧压实安

全生产责任。全面启动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梳理典型作业安全风险，推进 6 项应急预案

演练。强化“四个一”质量理念，深入开展“党建+零缺陷”活动，全员安全意识持续提升。大力推进

超特高压质量提升措施，12 个变电站现场耐压试验一次性通过。公司获评 2020 年河南省“绿色

工厂”。 

六是党的建设根基牢。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全国两会精神，引导广大干部员

工找准定位、知行合一、干出精彩。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9 周年大会。在“六个持续用力”

上下功夫。开展“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上千次，强化党建品牌塑造，3 项党建课题荣获省部

级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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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 

本公司根据上述准则及通知规定的起始时间开始执行，详细内容请参见财务报表附注中“重要

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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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成卫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0 年 8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