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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12                     证券简称：三变科技                    公告编号：2020-025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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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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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变科技 股票代码 0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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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伟世 杨群 

办公地址 浙江省三门县西区大道 369 号 浙江省三门县西区大道 369 号 

电话 0576-83381688 0576-83381318 

电子信箱 sbkj002112@163.com sbkj002112@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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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42,018,030.32 357,316,367.32 -4.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900,852.34 2,149,866.85 360.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748,604.51 410,397.84 1,300.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2,735,881.96 -85,667,410.90 15.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1 4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1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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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7% 0.56%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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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524,812.88 1,040,092,877.49 5.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90,172,235.18 380,271,382.84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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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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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三变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77% 29,770,931    

杭州碧阔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05% 12,206,700    

莫纬樑 境内自然人 5.01% 10,093,149    

卢旭日 境内自然人 4.72% 9,525,013    

浙江方远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66% 5,356,886    

乐清市电力实

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48% 4,991,364    

沈祖明 境内自然人 1.98% 4,000,000    

樊雷刚 境内自然人 1.98% 4,000,000    

朱峰 境内自然人 1.85% 3,729,476 2,797,107   

曹玲 境内自然人 1.23% 2,479,86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浙江三变集团有限公司与乐清市电力实业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2、卢旭日与杭州碧阔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1、股东樊雷刚通过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4,000,000 股。 

2、股东曹玲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2,479,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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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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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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国内外经济存在不确定性，公司面临的市场环境及生产经营也受到了影响。面临诸多

不确定因素，在政府复工复产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公司经营管理层围绕年度经营目标，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复工复产，

降低疫情对业绩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34,201.80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4.28%；营业总成本 32,394.58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8.0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90.09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60.53%。 

一、销售拓展 

报告期内，公司紧密关注市场动向，进一步强化与客户的战略关系，特别是重点市场的销售关系重构，市场份额稳中有

升。国网的中标比例略有上升，提升了公司在行业内的品牌影响力；在新能源产品方面取得了一定销售增长，积累了国内多

个重点客户，如阳光电源、中国能源建设集团等。对内公司通过应收帐款控制, 强化日常检查和考核，完善销售内部支持和

管理，提高销管人员的服务意识,提升了销售整体效率。 

二、技改推进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进行节材降本和产品可靠性研究开发：如配变、干变的技术改进和节材优化设计；特大容量

S11-220000/110、欧盟标准 SF11-68000/150 电力变压器研发及 ZGSB11-Z.F-6800/35 超大容量风力发电用组合式变压器研发

等。公司同时加大技术改造力度，实施的“年产 500 万 kVA高效节能变压器及铁芯智能化技改项目”被列为浙江省重点技术

改造项目。 

公司持续进行专利研发、应用及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运行，报告期内申请专利 17 项，已获取实用新型专利 2 项，通过了

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 

三、管理改进 

报告期内，公司开展精益化生产项目，通过精益生产导入，提升和完善了公司生产管理水平。开展公司各主要工序职业

技能等级认定，首批催生了变压器线圈制造工等共 56 名技能人才。继续推进信息化管理，推进智慧移动办公系统各功能应

用，完善了服务外勤人员工作管理。 

公司加强与供应商合作与交流，在成本、技术、工艺等方面实现双赢。对设备效率和降低能耗等指标进行量化考核，

在节材增效上取得了明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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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要求在境

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

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由于上述会计

准则的修订，公司需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根据新旧准则转换的衔接规定，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准则，公司将根据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

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亦无需对以前年度进行追溯调整，本次新准则的执行不

影响公司2019年度相关财务指标，对2020年1月1日资产负债表列示进行调整。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01月01日 调整数 

  预收款项 35,205,939.39  -35,205,93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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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负债  35,205,939.39 35,205,939.39 

 合 计 35,205,939.39 35,205,93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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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谢伟世 

2020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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