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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44                         证券简称：双杰电气                          公告编号：2019-061 

北京双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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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杰电气  股票代码 300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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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涛 孙雪冬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三街 9 号 D 座 1111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三街 9 号 D 座 1111 

电话 010-62987100 010-62987100 

电子信箱 zqb@sojoline.com zqb@sojoli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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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7,143,919.22 787,149,917.07 2.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4,041,353.30 165,042,655.31 -73.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42,439,014.57 50,984,545.28 -1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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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3,730,111.05 -85,168,321.98 245.2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49 0.3246 -76.9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49 0.3240 -76.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7% 12.29% -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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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6,510,453.02 3,958,105,929.57 -5.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98,983,950.81 1,454,044,763.09 3.0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3,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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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志宏 境内自然人 15.87% 92,948,324 76,142,477 质押 79,130,197 

袁学恩 境内自然人 12.89% 75,500,385 59,915,515 质押 43,828,080 

赵志兴 境内自然人 5.94% 34,779,387 28,982,765 质押 11,778,940 

赵志浩 境内自然人 5.94% 34,779,387 28,982,765 质押 11,701,120 

陆金学 境内自然人 5.01% 29,373,884 22,030,413 质押 15,888,980 

许专 境内自然人 3.82% 22,347,853 17,830,522 质押 16,968,580 

周宜平 境内自然人 2.57% 15,038,017 11,749,708   

张党会 境内自然人 1.48% 8,665,933 6,977,893 质押 1,688,040 

魏杰 境内自然人 1.39% 8,159,285 6,119,464 质押 2,999,160 

李涛 境内自然人 1.34% 7,846,273 5,884,705 质押 6,590,96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赵志兴、赵志浩与赵志宏是兄弟关系，为赵志宏的一致行动人，三人共计持有公司

27.75%的股份。2、股东袁学恩先生与周宜平女士系夫妻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1）陈金堂通过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5,394,704 股，未通过普通账户持股，实际合计持有 5,394,704 股；

（2）林三妹通过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107,800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4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3,147,8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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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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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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度，公司主营业务发展较好，可执行合同较去年同期均有所上升。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0,714.39

万元，同比增长2.5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4,243.90万元，同比下降16.76%。 

    报告期内，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公司完成的重点工作主要如下： 

    1、智能电网业务： 

    2019年3月初，国家电网提出建设泛在电力物联网，对建设“三型两网”中的“坚强智能电网”和“泛在电力物联网”提出工作

要求。公司紧密围绕“产品智能化”、“一二次融合”和“综合能源系统”进行了大量的研发和市场工作，促成了与相关方的战略

合作，并与多个省份的电网公司相关部门进行了技术交流与方案设计，初步形成了以公司一二次设备为基础，以边缘计算为

发展方向的合作模式，实现站内状态信息、站外气象信息实时监测的终端智能化落地，探索电力设备运维“云、管、边、端”

的泛在物联模式，促进泛在电力物联网与坚强智能电网全方位融合。 

    （1）订单方面，受农网改造升级和推进坚强智能电网建设利好政策影响，公司智能电网业务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此外，公司核心产品固体环网柜获得瑞典“3+2年”订单，是固体柜在海外市场取得的重大突破，也充分说明海外客户对公司

固体环网柜的认可。此外，公司输配电产品在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和中国香港地区都已通过资质审核，取得入围资质，部分

地区已形成订单，海外市场前景广阔； 

    （2）研发方面，报告期内，一方面，根据市场需求，公司完成了香港电力公司SF6柱上开关订单的试制，以及二代下隔

离固体绝缘环网柜样机、国网标准化上隔离三工位环保柜样机、SF6国网标准化样机的试制与送检等。同时，公司也加大在

二次方面的投入，通过与国内知名企业的合作、交流、学习，实现在一二次融合方面的提升，深度参与国网公司的泛在电力

物联网建设；另一方面，公司研发中心组织结构进行整合，将新能源研发中心并入智远电力，杰远电气的研发中心纳入双杰

电气统一管理，并重新评审相关流程，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培训，以进一步提升研发工作效率； 

    （3）生产方面，一方面公司以质量为中心，不断强化进货检验和过程检验的检查力度，通过集中培训、现场示范教学

等提升全员的质量意识；增加对供应商考查和抽检频次，促使原材料和部品质量保持稳定；另一方面，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

通过对技术的改进、流程的优化、原材料的更新换代实现产品的成本控制。 

    2、智慧能源业务： 

    （1）售电业务方面，随着售电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价差呈下降趋势，同时严格的偏差考核使公司售电业务未达预期。

同时，根据综合能源容改需确定业务经营模式和代理模式。此外，南杰新能的子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开展了等保业务和信息安

全服务业务，市场拓展顺利。 

    （2）新能源业务中，光伏方面继续做好项目的评审与储备，充分利用建设双杰合肥的契机，在园区推广售电、光伏、

充电桩等业务；充电桩业务方面，公司充电桩以合规、安全、高效为原则，业内首次提出“小群充”和“外壳与内架分离”的设

计架构；采用先进云平台技术，搭建坚实可靠的互联网运营平台，满足各类行业用户以及社会零散用户的运营需求，创新电

动汽车充电运营模式。同时，结合公司强大的配变电设备能力、电能质量治理技术和电力行业背景，提供充电站建设和运营

的全套定制化服务。目前，公司的充电桩产品已经销往北京、河北、山西、甘肃等多个省份，市场拓展已取得初步成效。 

       3、锂电池隔膜业务方面，天津东皋膜二期项目拟建设的四条生产线已基本建成，其中一条线改造已基本完成，产线

良率有所提升，处于市场开拓和客户验证阶段，另一条线预计年内改造完成，其余两条线目前处于调试阶段。由于生产线为

公司自行设计并委托相关单位施工，限于资金和产品标准升级，“年产2亿平米动力电池湿法隔膜”项目暂未达预期。 

    4、双杰电气集团第二总部暨智能电网高端装备研发制造基地项目 

     为更好的发挥地缘优势，降低经营成本，增强盈利能力，公司投资兴建双杰电气集团第二总部暨智能电网高端装备研发

制造基地项目。以该项目为载体，公司与业内知名数字化工厂咨询设计企业合作，共同打造具有前瞻性、可复制性的智慧工

厂，工厂建成后将涵盖高端电气行业内产品及服务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推广等业务，巩固公司在高端电气设备生产细分领

域内的领先地位，深度参与国网公司坚强智能电网和泛在电力物联网建设, 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综合实力，为公司及股东

创造更大的价值。 

    目前，项目已完成数字化工厂规划咨询方案的评审，确定EPC工程总承包服务商、审图、监理、绿建等相关合作单位。

在政府相关部门完成土地、环评等审批程序后，项目的部分厂房已经开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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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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30日，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要求执行企

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通知要求编制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根据上述会

计准则的修订要求，公司需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相应变更。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只涉及财务报表列报和调整，除上述项目变动影响外，不存在追溯调整事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当

期和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均无实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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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双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2019年 8 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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