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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72                            证券简称：欣泰退                            公告编号：2017-067 

丹东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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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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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泰退 股票代码 300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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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超  

办公地址 丹东市振安区东平大街 159 号  

电话 0415-4139135  

电子信箱 chenc@xintaidianqi.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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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3,263,731.99 100,308,175.99 -76.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4,402,752.04 -3,656,217.60 -840.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33,782,150.03 -7,069,407.46 -37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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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063,416.22 -13,320,553.79 138.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05 -0.0213 -841.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05 -0.0213 -841.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73% -0.58%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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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1,131,189.32 914,462,823.76 -5.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92,854,524.17 530,011,326.03 -7.0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4,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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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欣泰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78% 47,664,903 45,609,020 冻结 47,664,903 

辽宁曙光实业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16% 14,000,000 14,000,000   

刘桂文 境内自然人 4.43% 7,594,218 7,594,218 冻结 7,594,218 

陈柏超 境内自然人 3.95% 6,774,599 0   

世欣荣和投资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9% 4,107,610 0   

蔡虹 境内自然人 2.05% 3,514,140 3,514,140 冻结 3,514,140 

广东粤财信托有

限公司－中翔 1

号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46% 2,500,000 0   

朱慧智 境内自然人 0.86% 1,481,900 0   

范永喜 境内自然人 0.86% 1,480,710 1,480,710   

北京森隆英美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2% 1,41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辽宁欣泰大股东温德乙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温德乙与股东刘桂文系夫妻关系。股东蔡

虹系刘桂文之姐夫。除此之外，公司未发现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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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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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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上半年，在遇国家整体经济下行的压力之下，公司上下群策群力应对挑战，实现销售收入 2,326.37万元，上缴

税金 342.97万元；产品出口完成 45万元。截止 2017年 6 月末，公司资产总额 8.61亿元，比上年减少 0.53亿元；资产负

债率 42.10%，比上年上升 0.86%；所有者权益 4.99亿元，比上年减少 0.39亿元；每股净资产 2.91元，比上年降低 0.23

元。 

（一）总体经营情况 

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收入 2,326.37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76.81%；费用 2133.05万元，较上年同期同比下降 18.08%；营

业利润-3,536.01万元，较上年同期同比下降 290.77%；净利润-3,598.16万元，较上年同期同比下降 583.35%；经营活动现

金流-1,466.48万元，较上年同期同比上升 70.91%；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3,440.28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840.94%。 

（二）报告期内主要经营业绩下降原因： 

    1、受退市因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1）债权人银行不再给予欣泰电气新增授信额度，且到期贷款不再续贷，使得逾期银行贷款及银行承兑汇票到期不能如

期兑付； 

（2）银行存款 20余个账户被银行等相关债权单位查封冻结； 

（3）欣泰电气控股子公司的股权被冻结； 

（4）欣泰电气 9处房产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均被冻结； 

（5）价值 1.1 亿元的应收账款被冻结； 

（6）供应商等分别采取停止放贷、停止供货、起诉追索债权、冻结公司银行账户及资产等追索及保全措施； 

（7）因企业信用等级下降、账户被封、无法支付投标保证金（投标均要求必须由企业基本账户支付投标保证金）等诸多

负面因素，造成各次投标履投履废的状态。 

    2、主要目标市场客户需求萎缩明显，需求量放缓     

    2017年上半年受整体经济下行环境影响，公司主要目标客户如国家电网、石油、石化、油田、高铁、钢铁、煤炭行业

出现明显的业绩经营下滑，项目推进暂缓、行业产能过剩等实际情况，造成对公司产品需求明显下降。 

    3、优势客户产品需求下降，造成产品订单减少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优势客户因受自身市场需求和经营业绩下滑双重因素制约，对公司产品需求量阶梯式递减，进而造成

公司产品订单减少。 

    4、激烈市场竞争持续加剧，致使利润降低、成本剧增 

 2017年上半年因各行业市场萎缩因素影响，造成对输变电产品需求降低至少 4—5成，因需求侧放缓，导致输变电企业

间市场竞争持续加剧，企业间相互竞价，利润率降低。人工成本、原材料成本、管理成本的不断上涨，致使企业生产运营成

本加剧，受市场竞争和运营成本双重压力的影响，进而导致企业利润下滑、成本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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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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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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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丹东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刘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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