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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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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金通 603577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梁庭波 朱芳莹 

电话 0532-85230666 0532-85230666 

办公地址 青岛胶州市铺集镇东部工业区 青岛胶州市铺集镇东部工业区 

电子信箱 hjt@hjttower.com hjt@hjttow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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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3,801,115.22 1,477,499,210.71 11.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841,019,829.75 838,788,524.45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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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395,271.65 -21,841,652.54 不适用 

营业收入 365,818,443.31 259,330,953.75 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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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1,483,505.30 24,288,678.51 -11.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0,168,662.06 23,093,059.49 -12.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53 4.99 减少2.4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841 0.2776 -33.6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841 0.2776 -3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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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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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艳华 境内自然人 28.09 32,780,000 32,780,000 无   

刘锋 境内自然人 21.94 25,601,446 25,601,446 质押 18,000,000 

吉林省现代农业和新兴

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12 5,976,250 5,976,250 无   

天津市合信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3.46 4,031,600 4,031,600 无   

苏州新麟二期创业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3.41 3,977,250 3,977,250 无   

路遥 境内自然人 2.94 3,431,600 3,431,600 无   

深圳唯瀚成长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2.80 3,262,600 3,262,600 无   

刘雪香 境内自然人 0.90 1,050,000 1,050,000 无   

刘雪芳 境内自然人 0.85 990,000 990,000 无   

梁庭波 境内自然人 0.51 600,000 600,00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刘锋与刘艳华系夫妻关系，刘雪香、刘雪芳

系刘锋姐姐，路遥系刘锋儿媳。除此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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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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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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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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随着国民经济进

入新常态，电力行业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产业迅速发展，推动了输电线路铁塔行业的快速发

展，国内市场需求旺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明确指出了设施联通是“一带一路”建设

的基础，要抓住新一轮能源结构调整和能源技术变革趋势，建设全球能源互联网，实现绿色低碳

发展，为电力行业落实“一带一路”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随着“一带一路”建设

的逐步推进，全方位、多领域的电力对外开放格局更加明晰，电力产业国际化将成为一种趋势，

国际市场前景广阔。 

公司注重强化基础管理，内挖潜力，外拓市场。2017 年上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6,581.84

万元，同比增长 41.0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48.35 万元，同比下降 11.55%。报

告期内公司重点工作情况如下： 

1、深化技术创新，提高产业层次 

创新是“新常态”背景下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力量。公司坚持创新变革，

加强研发投入。报告期内，公司 3 个自主研发的项目被认定为青岛市技术创新重点项目，研发投

入 1,001.95 万元。公司将继续实施增强公司自主创新能力的方针，建立以企业技术中心为核心、

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为企业持续性快速发展打下战略性基础。  

2、响应一带一路 ，拓展国际市场 

“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实大幅度推动经济带相关国家电力基础设施的建设，带动我国铁塔产

品等电力装备的出口。公司根据“一带一路”战略发展需求，制定了合理的销售政策和服务方案，

加大了对国际市场的开拓力度，进一步深化进入国际市场。报告期内，已签订的国际市场订单较

去年同期增长显著，约占今年已签订单总量的四分之一。 

3、强化内部控制，推动精细化管理 

规范化管理是对现代企业的基本要求，也是对上市公司的基本要求，更是打造百年汇金通的

第一步。报告期内，公司从三方面规范了企业的管理：一是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了公司制度，各部

门负责人将内部控制制度及内控流程根据实际执行情况进行了细化，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

二是加大对制度执行监督的力度，设立了体系考核部和审计监察部，监督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运

行执行情况，并对执行情况进行实时考核。三是加强规范管理的学习培训工作，公司不定期邀请

专业人员对员工进行培训，提高员工管理素质，为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打下制度和思想基础。 

4、严抓产品质量，提升核心竞争力 

公司秉承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将产品质量控制视为企业发展的生命线，建立了完善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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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管理体系，实施从原材料检验、过程控制，到售后服务全过程的质量控制，保证产品的质量。

报告期内，公司强化了全员质量培训，提高全员质量意识，严格落实质量责任制度，奖罚分明，

同时做好“三检”制度的相关要求，特别做好原材料、焊接以及镀锌质量的把关工作，真正做到

视产品质量为企业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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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