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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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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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禾望电气 603063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济洲 曹阳 

电话 0755-86026786-846 0755-86026786-846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官龙村第二工业

区11栋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官龙村第二工业

区11栋 

电子信箱 ir@hopewind.com ir@hopewi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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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8,292,267.59 4,243,914,104.58 4.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03,520,553.05 2,473,791,692.37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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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570,402.03 -138,528,759.70 185.59 

营业收入 889,338,180.45 693,783,922.45 28.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4,477,417.66 23,160,620.27 437.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3,979,454.51 13,955,825.58 716.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6 0.93 增加3.7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 0.05 48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 0.05 480.00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万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9,097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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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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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平启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21 8,701.94 8,553.6 质押 700 

盛小军 境内自然人 8.33 3,585.6 3,585.6     

夏泉波 境内自然人 4.77 2,054.7 2,054.7 质押 900 

柳国英 境内自然人 3.69 1,591.2 1,591.2     

吕一航 境内自然人 3.45 1,485.58       

南平博禾沃谷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0 946.8       

周党生 境内自然人 1.68 724.6443       

王芝林 境内自然人 1.66 712.92       

李喜梅 境内自然人 1.63 701.4       

代敬 境内自然人 1.62 698.4       

蔡海涛 境内自然人 1.62 698.4       

肖安波 境内自然人 1.62 698.4   质押 22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韩玉、盛小军、夏泉波和柳国英为一致行动关系，

柳国英为盛小军之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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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分为新能源电控业务、电站系统集成业务、其他业务，主要产品覆盖陆上风

电变流器、海上风电变流器、主控系统、变桨系统、集散式、集中式、组串式逆变器、基于高价

值工程的工程型变频器、行业定制专机、储能业务及关键部件、新能源汽车电控方案等，主要服

务包含产品升级改造及运营维护，电站业务包含光伏电站、风电场和分布式能源项目的开发、设

计、工程建设和运行维护等。 

公司持续优化产品结构，凭借突出的产品质量优势和服务水平优势，经过多年来不懈努力在

新能源电控系统领域，特别是风电变流器领域，建立了一定的竞争优势。公司较好地抓住了风电

行业的发展机遇，一直坚持高性能、高品质、合理定价的策略，以拓展风电行业的市场，公司突

破海上风电存在的防护和可靠性难点，运行稳定，海上风电市场稳定增长；同时，公司在光伏逆

变器领域实现了产品创新，新产品优异的性能得到客户的认可，光伏产品发货容量及销售额持续

稳健增长；公司低压变频器和工程型变频器正式投放市场，收入逐年提升；公司基于已有的核心

技术和产品平台，不断地在新的领域推出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总资产 443,829.23 万元，比期初增加 4.5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0,352.06 万元，比期初增加 5.2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8,933.82 万元，同比增长 28.19%；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447.74 万元，同比增长 437.45%。 

 

币种:人民币 单位：元 

 主营业收入 主营业成本 毛利率 主营业 主营业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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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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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比

上年同

期增减 

成本比

上年同

期增减 

减 

分产品 

新能源电

控业务 
605,972,154.08 332,119,964.96 45.19% 52.54% 52.32% 增加 0.08 个百分点 

电站系统

集成 
241,725,676.96 199,473,353.35 17.48% 0.19% 2.73% 减少 2.04 个百分点 

其他 40,445,968.60 20,368,928.18 49.64% -13.43% -12.38% 减少 0.60 个百分点 

合计 888,143,799.64 551,962,246.49 37.85% 29.61% 26.75% 增加 1.40 个百分点 

分地区 

中国大陆 878,105,645.98 548,721,330.79 37.51% 31.41% 28.25% 增加 1.54 个百分点 

海外地区 10,038,153.66 3,240,915.70 67.71% -41.00% -57.39% 增加 12.41 个百分点 

合计 888,143,799.64 551,962,246.49 37.85% 29.61% 26.75% 增加 1.40 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