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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06                   证券简称：大连电瓷                   公告编号：2018-067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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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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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电瓷 股票代码 002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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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欣   杨小捷 

办公地址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双 D 港辽河东路 88

号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双 D 港辽河东路 88

号 

电话 0411-84305686  0411-62272888 

电子信箱 zqb@insulators.cn  yangxj@insulator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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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21,119,325.96 372,452,007.72 -13.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497,705.16 38,863,523.50 -88.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04,119.57 34,012,502.11 -97.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2,425,483.96 49,586,821.84 -34.6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1 0.1 -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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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1 0.1 -89.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0% 4.57% 降低 4.07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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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7,621,864.63 1,473,506,263.96 -7.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90,247,193.54 891,385,550.74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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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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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阜宁稀土意隆

磁材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3.03% 93,830,000 0 

质押 93,830,000 

冻结 93,830,000 

刘桂雪 境内自然人 8.01% 32,623,754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34% 5,443,200 0   

刘佩 境内自然人 0.41% 1,659,900 0   

陈绪中  境内自然人 0.32% 1,304,500 0   

刘春玲  境内自然人 0.32% 1,294,088 970,566   

吕强  境内自然人 0.31% 1,249,900 0   

潘晓东 境内自然人 0.30% 1,242,090 0   

王喜刚 境内自然人 0.30% 1,238,800 0   

蔡晓叶  境内自然人 0.29% 1,187,4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无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公司股东陈绪中通过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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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1,304,5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32%。公司股东潘晓东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087,590 股，通过华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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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154,500 股，合计共持有 1,242,09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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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几年是我国输电领域尤其是特高压输电加速发展的高峰期。期间，受益于特高压领域多年积累

和沉淀，公司生产能力、技术储备的优势得以发挥，并于 2016 年、2017 年取得经营业绩大幅增长，这种

增长主要源自订单规模增加，及销售结构优化所带来的产品毛利率提升。 

进入 2018 年，输电线路投资尤其是特高压建设规模回归，国内两大电网用户用量下降。由于前期电

力投资规模的拉动，新增竞争者进入绝缘子领域，原有厂家也不同程度提升能力，导致行业产能大幅增加，

市场竞争尤为激烈；同期，公司生产原主材料、人工成本大幅上涨。以上，多种情况导致行业企业利润空

间受到挤压，公司盈利能力大幅下滑。 

2018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2,111.93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3.78%，经营规模基本稳定；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49.77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88.43%，盈利能力下降明显；资产总

额 136,762.19 万元，较 2017 年同期下降 7.19%。 

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公司坚持保证产品质量为前提，在压力中维护品牌形象和用户口碑，研究行

业变化趋势，积极调整市场策略，主动布置施降本增效，缓解经营压力。 

市场方面，针对大项目竞标，认真研究项目特点，采取一项一议、分项调整的有针对性报价策略，

考虑现有产能和项目盈利空间，理性投标来综合平衡项目份额和产品毛利率；针对地方区域项目，加大开

发力度，从业务覆盖广度和项目深度方面加深了解，业务操作中灵活应对，扩大合作范围。 

研发方面，公司始终重视研发创新能力，并将其作为公司竞争的核心竞争优势，以创新求成本，以

创新求质量。针对现阶段市场环境，以成本控制为目标，从科学配方、工艺改进等方面着手，分析各类配

方不同批量生产的边际成本水平，尤其在上游原料供应紧张的预期下，储备研发新型产品配方，以备使用。 

管理方面，公司自 2017 年下半年根据集团化发展需求，实施了主营业务下沉。现公司已按照母公司、

子公司及三级公司之间的管理体系，大瓷材料作为主营业务的承继者，已继承公司主要权益并办理完成主

要用户的资格资质转移手续，公司业务下沉工作基本顺承过渡。同时，鉴于部分资产盈利能力相对较弱，

也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企业的盈利能力，目前公司已进行内部商议进行前期安排，后续将在合适时间进行

妥善处置。 

在业务拓展方面，公司在保证市场份额的基础上积极谋划，借助资本市场以及市场变化，寻找新的

外部增长点。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瑞航投资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作为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

伙人，参与变更设立嘉兴新驰，并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了私募基金备案登记。同时公司针对目

前国内积极推动地方检测单位建设的有利时机，正积极推进公司试验检测的认证审核工作。力求形成新的

外部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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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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5 月瑞航投资作为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以实缴 150 万元参与设立嘉兴真灼新驰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占 25%股权，取得了工商营业执照。瑞航投资作为嘉兴新驰的普通合伙人，虽仅持

有 25%的股份，但按照合伙协议、既定的会计政策，瑞航投资可以对嘉兴新驰实施控制，故将嘉兴新驰纳

入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合并比例 32.5%；嘉兴新驰其他有限合伙人享有权益份额作为少数股东权益

列示。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冠成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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