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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58              证券简称：森源电气                 公告编号：2018-059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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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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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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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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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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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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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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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648,089,007.00 1,545,240,240.31 6.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0,302,957.17 198,681,159.35 20.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39,772,366.46 196,833,331.03 21.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67,715,785.59 -78,679,881.30 -621.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 0.21 23.8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 0.21 23.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0% 4.31% 0.4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8,764,873,825.50 8,549,338,246.37 2.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000,227,753.52 4,890,090,773.13 2.2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6,50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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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森源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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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金甫 境内自然人 18.10% 168,240,256  质押 123,790,000 

河南隆源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89% 91,929,600  质押 63,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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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源和商

务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9% 28,691,599    

杨合岭 境内自然人 2.77% 25,764,096 19,323,072   

河南中原金

控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4% 24,581,557    

宋瑾珂 境内自然人 1.78% 16,568,944  质押 16,568,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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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14,534,106    

金鹰基金－

浦发银行－

五矿信托－

五矿信托·瑞

信1号定向增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4% 13,416,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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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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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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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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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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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上半年，面对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国家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化改革

开放，加强创新驱动，国内经济形势整体保持了稳中向好的态势。公司面对新的经济环境和

行业竞争格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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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和研发创新，深入市场拓展力度，推动品牌建设和管理升级，提

升公司核心竞争力。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4,808.90 万元，同比增长 6.66%；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030.30 万元，同比增长 20.95%。 

报告期内，公司总体经营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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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战略与策略结合，保持输配电与新能源业务协同发展 

2018年上半年，公司始终坚持“大电气”发展战略，同时紧盯国家经济新方向、新动态，

结合国家新能源产业政策积极调整相关发展策略。公司继续秉承输配电业务与新能源业务协

同发展，深入拓展产业链条，推动了公司业绩持续增长。报告期内，公司的低压成套开关设

备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47.88%，公司高压成套开关设备实现稳定发展。公司在新能源领

域继续优化布局，在积极发展分布式光伏存量业务的同时，加大在风电等新能源领域的拓展，

公司在新能源领域的拓展不仅带动了公司新能源发电设备的发展，也同时拉动了公司输配电

业务的发展，实现了公司输配电与新能源业务的协同发展。 

（2）国内市场遍地开花，国际业务实现重大突破 

公司市场拓展本着“立足国内、走向国际”的目标，2018年上半年，公司不断加强国内

市场的拓展力度，特别是利用公司的区位优势，实现华中地区的市场销售的稳步增长，同时

加强华北、华东、华南、西北的市场销售，其中，公司华东地区销售业绩同比增长20.23%，

华南地区销售业绩同比增长698.13%。此外，公司与中化石油下属公司的合作，推动了公司产

品在石化领域的应用；公司与中信国安、建业集团等知名房地产企业加强合作，推动了公司

产品在房地产领域中的应用。同时，公司积极把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机遇，坚持

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利用公司多项产品通过国际最权威的荷兰KEMA实验室认证的竞争优势，

特别加大在“一带一路”沿线的非洲、南亚、东欧等国际市场开拓力度。报告期内，在“中

国——蒙古国商务论坛”举行期间，公司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与蒙古国新亚洲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签署了《蒙古扎布汗省台勒门100MW燃煤电厂项目合同协议》，是公司作为电力系统集

成总承包商在国际市场获得的首个大额订单，取得了国际市场拓展的重大突破，目前公司正

积极准备前期的设计、勘测等筹备工作，加快推进该项目的落地实施。 

（3）科技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稳步提升 

公司依托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核电电力装备研究院及体系内机器人研究中心等各技术

研发部门联合构建了统一的技术研发创新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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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机器人等方面开展了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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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以科技引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都为公司打造电气

化全产业链、进一步完善产业布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目前公司在核电 1E 级开关设备及配

套元件和“小三箱”类核电设备关键技术，已取得重要研发成果；核电 1E 级电气贯穿件技

术也有重要突破。公司自主研发的核电1E级交流中压、低压开关柜通过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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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技术鉴定，鉴定结果为“综合技术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报告期内公司新获得专利

授权130项，其中发明专利3项。 

（4）统筹推进募投项目建设，布局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智能光伏发电系统专用输变电设备产业化项目、环保智能型气

体绝缘开关设备产业化项目、核电电力装备研究院项目等募投项目的实施，土建工作基本完

成，定制的设备陆续进场，部分设备及公司自主集成创新的生产系统已处于调试阶段。截至

本报告期末，上述募投项目建设已累计投入10.05亿元，公司将继续加快推进募投项目的进展，

早日实现项目落地并形成效益，为公司业绩提供新的增长极。届时，围绕国家大力培育和发

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向，公司将形成智能高压开关成套设备、高性能电能质量治理产

品、轨道交通专用电气设备、新能源发电专用设备、核电电力装备五大系列核心产品，并具

备提供全方位综合性电气工程系统解决方案的服务能力。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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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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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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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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