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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58                    证券简称：森源电气                     公告编号：2018-027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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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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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929,756,977 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4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森源电气 股票代码 00235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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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崔付军 张校伟 

办公地址 河南省长葛市魏武路南段西侧 河南省长葛市魏武路南段西侧 

电话 0374-6108288 0374-6108288 

电子信箱 cuifj@hnsyec.com  zhangxw@hnsyec.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及产品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高低压成套开关设备、智能型光伏发电系统专用输变电设备、全系列

智能型直交流充电桩、智能型电能质量治理装备、高低压电器元器件等产品。多年来，公司

始终坚持“大电气”的发展战略，围绕主营业务不断深化和完善产业布局，现已成为国内知名

的电力系统集成供应商和光伏电站EPC总承包商，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国家电网、轨道

交通、石化、建材、市政、医疗卫生、冶金等领域。 

（二）公司经营模式 

1、研发模式  

公司始终秉承“依靠机制创新引进高素质人才，依靠高素质人才开发高科技产品，依靠高

科技产品抢占市场制高点”的发展战略，利用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河南省中压输配电装置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智能互联输配电装备及系统集成河南省工程实验室、河南省电能质量治理

工程研究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河南省核电开关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核电电力装备

研究院等研发平台，采取自主研发和“产、学、研”相结合的研发模式，加大在新能源系列专

用输变电设备等领域的研发力度，不断提高公司的自主创新能力，报告期内公司新获得专利

授权124项，其中发明专利8项。 

2、采购模式  

公司实施采购业务全面集中管理模式，以财务和采购管控为核心，严格规范采购计划、

询价比价、供应商确定、采购合同签订和验收入库流程，具有完善的采购业务控制流程及管

理制度。公司通过年度集中招标机制，确定公司所需要原材料及元器件合格供应商，能够有

效控制采购成本，确保物资采购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建立了供应商数据库，对供应

商供货与服务品质进行规范且结构化的跟踪评估，并据此实施供应商管理，根据公司需求及

时进行合理选择、更换及调整。 

3、生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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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采用“以销定产”与“预期备产”相结合的生产模式。公司的产品为定制化产品，采用

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按照客户订单组织生产，部分标准通用的功能性生产单元按照市场预

期安排一定数量的备产产品，以缩短交货时间，提高产品发货速度和交付及时率。 

4、销售模式  

公司国内市场产品销售采取直销模式，国际市场产品销售采取直销与代销相结合的模式。

销售部门负责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销售业务，内务管理部负责产品销售投标合同的报价及

商务协议，市场部负责收集、分析市场信息动态，为公司销售提供决策依据。公司指定专人

负责客户的跟踪和销售服务工作，并利用行业展览会等平台向客户进行推广、销售公司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与国家电投、华能集团、中广核集团、中石化、中国电建、中国能建等大型企

业集团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公司还是EPC总承包商，利用与公司产品的协同性与相关性，

采取“易货贸易”的销售模式，分别与隆基股份、正信光电、浙江昱辉和东方日升等公司合作，

在推动公司新能源业务发展的同时，也大大推动了公司输配电业务的发展。 

（三）公司所处的行业情况及地位 

1、行业发展情况 

近年来，国家对电力行业能源结构调整，新型城镇化建设、轨道交通投资、大量新能源

并网为公司输配电设备市场带来了新的增长点和发展机遇。国家电网配网自动化和农网改造

工作的落实带动了输配电设备领域快速发展和逐步增长，也带动了输配电设备市场的巨大需

求。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下，电网投资规模不断增加，电力装备企业将迎来巨大的

市场发展空间。根据2017年3月中国产业信息网发布的《2017年中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行业市

场概况及行业细分领域需求规模分析》显示，2015-2020年，我国配电网建设改造投资不低于

2万亿元，其中2015年投资不低于3000亿元，“十三五”期间累计投资不低于1.7万亿元，未来输

配电设备市场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公司近年来在光伏发电领域的收入逐渐增加，新能源发电行业的发展对公司的影响也逐

步扩大。2017年全球光伏新增装机量超过100GW，增长率37%，我国光伏新增装机量超过

53GW，同比增长超过50%，位居全球首位。光伏行业的快速增长为公司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契

机。 

公司将紧随行业发展趋势，依托在行业积累的丰富研发和生产优势，布局和发展高端装

备，同时继续加大光伏电站等新能源领域的拓展力度，深入推进森源“智造”，实现“智能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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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制造智能装备”的发展目标和“森源装备，装备世界”的发展使命。     

2、行业周期特点 

输配电设备行业应用领域广泛，行业周期性整体偏弱，最近几年随着国家对电力行业能

源结构调整，新型城镇化建设、轨道交通投资、大量新能源并网的推动，行业需求结构有所

调整，低端产品需求下滑，适应智能化新能源的产品市场需求扩大。 

光伏电站EPC业务及光伏专用设备属于光伏行业，全球光伏产业的发展受宏观经济形势

和产业扶持政策的变化影响较明显，有周期性的波动特征，但从长远看，光伏产业刚刚迎来

良性稳定发展的开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继续保持上升的趋势。 

最近几年，公司紧随行业发展趋势，贯彻实施“大电气”的发展战略，提前布局，不断提

升产品智能化，发展高端装备，加大对光伏电站等新能源领域的拓展，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和

完善，行业周期性对公司影响逐步减弱，公司抗风险能力持续提升。 

3、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公司连续多年被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现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河南省中

压输配电装置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智能互联输配电装备及系统集成河南省工程实验室、河南

省电能质量治理工程研究中心；在光伏发电领域，公司被行业评为“首批中国绿色新标杆品牌

企业”、“光能杯优秀电站开发投资商”。根据2016年《高压开关行业年鉴》披露：公司主要产

品中27.5kV隔离开关、40.5kV接地开关、40.5kV箱式变电站市场占有率居全国同行业第一名；

12kV箱式变电站、12kV真空断路器市场占有率居全国同行业第二名；40.5kV真空断路器、

40.5kV金属封闭开关设备、12kV金属封闭开关设备、40.5kV隔离开关市场占有率居全国同行

业第三名；其他产品均在全国同行业排名前列。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3,551,471,459.74 2,952,700,424.22 20.28% 1,689,922,082.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446,724,764.38 330,557,394.46 35.14% 182,609,56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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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11,363,650.75 271,259,094.58 51.65% 176,910,743.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12,283,273.60 341,439,532.03 -132.89% 16,972,380.0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8 0.39 23.08% 0.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8 0.39 23.08% 0.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49% 10.88% -1.39% 8.59%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8,549,338,246.37 7,477,853,545.04 14.33% 4,625,165,840.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4,890,090,773.13 4,527,044,136.68 8.02% 2,170,490,866.9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42,266,878.29 1,102,973,362.02 1,230,146,070.18 776,085,149.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7,413,244.19 141,267,915.16 216,097,008.33 31,946,596.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6,565,847.19 140,267,483.84 185,728,019.37 28,802,300.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16,575,698.98 237,895,817.68 -241,048,362.13 207,444,969.83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

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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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39,835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1,830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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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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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森源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1.33% 198,295,040 0 质押 181,699,811 

楚金甫 
境内自然

人 
18.10% 168,240,256 0 质押 155,550,000 

河南隆源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9.89% 91,929,600 0 质押 36,000,000 

华泰证券资

管－南京银

行－华泰远

见6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20% 29,716,365 0   

杨合岭 
境内自然

人 
2.77% 25,764,096 19,323,072   

华宝兴业基

金－工商银

行－华宝兴

业定增精选

八号资产管

理计划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04% 19,006,206 0   

宋瑾珂 
境内自然

人 
1.78% 16,568,944 0 质押 16,568,944 

华泰证券资

管－南京银

行－华泰紫

金定增6号集

合资产管理

计划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44% 13,416,149 0   

东海证券－

招商银行－

东海证券翔

龙 16 号定增

分级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44% 13,416,149 0   

博时资本－

广发银行－

博时资本庆

源定增1号专

项资产管理

计划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44% 13,416,14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楚金甫为河南森源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河南森源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

股股东。河南森源集团有限公司为河南隆源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河南隆源

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法人股东，华泰证券资管－南京银行－华泰远见 6 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为控股股东森源集团通过信托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法人股东。杨合

岭为公司董事长。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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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

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7年，世界经济逐步复苏，增长动力有所增强，国内经济环境趋于平稳，经济发展进

入新常态。面对新的经济环境和行业竞争格局，公司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紧紧围绕董

事会提出的“大电气”发展战略，持续推进创新驱动发展，通过销售创新、管理创新、技术

创新和研发创新，加快市场开拓力度，构建多维市场格局，推动品牌建设和管理升级，增强

企业核心竞争力。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551,471,459.74元，同比增长20.28%；利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8 

润总额512,020,475.56元，同比增长40.7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46,724,764.38

元，同比增长35.14%。 

报告期内，公司总体经营情况如下： 

1、输配电与新能源业务“双轮驱动”，推动公司业绩持续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大电气”发展战略，继续秉承输配电与新能源业务“双轮驱动”

的发展策略，在坚持高低压开关成套设备、高压开关元件等输配电业务快速增长的同时，继

续加大对新能源领域特别是分布式光伏、风力发电、垃圾发电等业务的开拓力度，不断拓展

产业链条，推动公司业绩持续增长。 

2017年，公司电力系统市场份额稳中有升，中标国网、各省网合同金额持续提升，10kV、

35kV开关柜、环网柜等部分输配电产品已相继获得南方电网公司的入围通知，实现了南方电

网公司业务的新突破。另外，公司充分利用“国网商城”新兴平台，积极探索“互联网+”电

商销售渠道并取得了重要突破，为适应国网公司新的招标模式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报告期内，

公司输配电设备占营业收入比重为40.73%，其中高压开关元件、高压成套设备、低压成套设

备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201.20%、52.09%、79.39%，输配电设备产品市场占有率大幅提升。 

2017年，公司持续深化在新能源领域的拓展力度，建设完成了10座光伏电站（含分布式），

创造了公司光伏电站建设项目最大、电压等级最高、并网容量最多的新纪录。公司建成并网

的森源逍遥观太阳能电站是河南省光伏电站唯一一座220kV送出的电站，被评为河南省光伏发

电的标杆电站、创优电站。2017年12月，在《中国能源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中国能源

经济研究院共同主办的“一带一路”国际能源高峰论坛上，公司成功摘取“2017全球新能源

企业500强”殊荣。报告期内，公司新能源产品占营业收入比重为57.88%，保持了稳步发展态

势，公司输配电与新能源业务“双轮驱动”的发展策略成效显著。 

2、构建多维市场格局，市场开拓方面成果显著 

报告期内，公司与中冶武勘院、广西电力院、福建电力院、四川电力院、江西电力院等

建立了密切合作关系，进一步拓展公司电力工程系统集成供应总承包服务区域；与国家电投、

华能集团、华润新能源、中广核集团、中石化、中国电建、中国能建、广东风电集团、山东

国瑞集团、华电国际等大型央企国企携手，稳步推进大集团、大企业客户合作。同时，公司

本着立足国内、走向国际的目标，广泛布局，一方面积极开拓市场，保证国内市场份额的稳

定增长，2017年，公司西南地区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58%，西北地区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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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55%，实现了质的提升；另一方面，国家“一带一路”的走出去发展战略，给输配电等基

础设施领域带来了巨大的行业需求，公司紧抓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机遇，积极布局国际市

场业务，并已在孟加拉JAMPUR区域的光伏电站项目上取得了国际业务的突破。 

公司培育的新的利润增长点不断凸显，充电桩领域成功布局省内物流市场与地级市公交

系统，完成了淇县交通运输局、中铁物流、濮阳众意公交公司等2000余万订单项目；光伏电

站建设方面在发展集中式光伏电站的同时大力发展分布式光伏电站业务，先后完成了禹州花

石光伏电站、兰考光伏扶贫项目一期等分布式光伏项目以及森源集团电动汽车产业园区屋顶

光伏项目等，有力支撑了公司经营业绩；在轨道交通市场取得实质性进展，连续在郑州轨道

交通项目中标三个标段，并且相继成为中铁一局、中铁七局、中铁十八局、中铁电气化局、

通号电气化局和通号电气化工程局等单位的合格供应商；此外，公司机器人、通讯基站独立

发电系统等新产品逐步推向市场，为公司持续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3、加强产品研发与技术创新，夯实公司核心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依托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核电力装备研究院及体系内各技术研发部门

联合构建了统一的技术研发创新平台，完成了五大类20余个型号近50项产品的研发设计及样

机试制工作，取得型式试验报告近百套，完成了全年的研发设计任务。截至2017年12月31日，

公司拥有578项专利，报告期内公司新获得专利授权124项，其中发明专利8项。 

公司主要在基于国网标准化设计产品、核电1E级中低压开关设备、大容量断路器、微电

源系统、新能源发电专用箱变、充电桩、充气类产品等方面开展了技术研究和产品研发，并

在多个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保持了公司在输配电设备行业中的技术优势。此外，公司机器人

研究中心以智能制造技术研发、设备研制为主线，在工业机器人、自主导航车、系统集成等

智能制造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开发中不断创新，不断进步，实现了重大技术突破，为工业机器

人迈入工程应用阶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坚持智能装备优化升级，促进生产效率大幅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从细化生产管理、装备智能升级、员工技能提升、工艺改进等角度采取

措施，进一步完善了精益化生产，降低了生产成本，促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为后续产品布

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目前公司已应用ERP系统和PDM产品数据库，引入制造执行系统MES，并

集成仓储管理系统，使产品从设计、生产、检验到运送出厂都能够数字化。生产过程实时化、

可视化、智能化、数字化的加工制造体系大幅提高了公司产品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大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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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公司生产效率。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高压开关元件 268,895,212.38 55,106,185.40 20.49% 201.20% 151.07% -4.09% 

高压成套设备 826,691,615.17 246,816,380.72 29.86% 52.09% 165.99% 12.78% 

低压成套设备 339,823,124.45 66,691,055.98 19.63% 79.39% 92.49% 1.34% 

电能质量治理

装置及其它 
11,030,158.15 2,899,284.88 26.29% -84.76% -85.08% -0.41% 

新能源产品 2,055,738,129.86 489,260,331.64 23.80% 0.32% -10.91% -3.00% 

其他业务收入 49,293,219.73 5,007,260.46 10.16% 481.51% 2,644.37% 8.01%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

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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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组和终止经营》的通知（财会〔2017〕13 号），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执行 42 号准则。  

财政部于 2017 年 5 月 10 日发布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

会〔2017〕15 号），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执行。 

财政部于 2017 年 12 月 25 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7〕30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 2017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

报表。金融企业应当根据金融企业经营活动的性质和要求，比照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

相应调整。  

本公司已按上述准则和通知执行，采用上述准则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

流量未产生重大影响。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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