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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82                     证券简称：东方电子                    公告编号：2018050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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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异议声明 

公司董事全部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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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电子 股票代码 000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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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清刚 张琪 

办公地址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机场路 2 号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机场路 2 号 

电话 0535-5520066 0535-5520066 

电子信箱 zhengquan@dongfang-china.com zhengquan@dongfang-china.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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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3,563,366.36 1,024,731,911.21 18.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5,518,393.06 26,195,428.69 73.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5,813,752.73 21,957,989.87 63.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4,149,868.35 -85,608,219.17 -33.3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38 0.0268 63.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38 0.0268 63.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3% 1.65% 增 0.68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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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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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2,731,302.46 4,790,871,086.96 0.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901,987,452.50 1,742,668,384.60 6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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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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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7.58% 369,774,238 176,712,812   

宁夏黄三角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86% 185,851,000 185,851,000   

#刘泽禄 境内自然人 1.56% 20,980,000    

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0.54% 7,306,255    

山东传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5% 4,709,101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华润信托·天诚 1 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3% 4,450,865    

梁雯雯 境外自然人 0.27% 3,637,377    

上海国之杰智慧能源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26% 3,490,000    

王红晓 境内自然人 0.18% 2,442,700    

郑忠香 境内自然人 0.17% 2,300,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东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宁夏黄三角投资中心是公司控股股

东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刘泽禄普通股账户持股 14,780,000 股，信用账户持股 6,200,000 股，合计

持股 20,980,000 股。股东王庭华信用账户持股 2,249,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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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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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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日前发布的《2018年上半年全国电力供需形势分析预测报告》统计，2018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

3.23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4%，制造业用电量平稳较快增长，制造业用电量1.66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3%。报告期内，

面对电力行业需求新特点和宏观经济的变化,公司以“新时期、新机遇、新思维、新增长”为战略主题，及时跟进客户需求和

竞争环境的变化，坚持“目标管理+绩效合约”的激励模式，鼓励价值分享、风险共担，“力出一孔、利出一孔”，坚定不移的

推行“诚信，正直，成人达己”的价值观，树立“客户导向、价值创造、鼓励创新、简约阳光”的企业文化。释放广大员工的原

动力，上下同欲，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 

公司业务发展保持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报告期内，公司在国网首批配网协议招标中标额第一；省级销售平台打造效果明显，

各销售平台营销能力大幅提升。威思顿公司中标国家电网第一批集招智能电表和专项终端2.1亿元，处于行业前列；冀北智

能检测实验室项目，是国内第一个计量产品全性能试验全自动检测智能实验室，为进一步开拓自动化检测项目奠定了坚实基

础；山东外置断路器自动检测流水线项目，是全国第一条集柔性与全性能检测为一体的外置断路器自动检测流水线，为电网

公司自动化检测产品领域拓展了新的方向；山西省公司一二次融合成套柱上断路器装置，成为国网首批新规范中标厂家。海

外市场稳步开拓，马来西亚RTU市场连续中标累计2500余万，泰国FRTU项目通过验收，赞比亚国家电力公司配网主站项目

通过现场示范站验收。 

技术和产品创新取得新成果。报告期内，公司坚持创新驱动，加大研发投入，加快云、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应用，基于云技术

的调度监控支撑平台，改革传统调度监控支撑平台伸缩性较差的架构模式，实现海量数据的接入、存储及处理需求，能适应

未来业务的集中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并通过弹性设计构建统一的调度监控软件平台。公司的AL、DL型母线保护通过国网

专业测试，网络安全装置等通过专业测试。新一代配电主站通过国网测试，以最少偏差获得所有参测主站最好成绩，在主配

用智能协同调度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方面，整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威思顿公司推出了高压量测、实验室自动化检测、配用

电数字化量测等系列创新产品和解决方案；参与配网线损监测领域的标准制定，以高压计量技术引领和推动产业发展。海颐

软件着眼“行业互联网+平台”模式，推出智慧社区、公安大数据标签、智慧公路云平台等新产品，助力智慧城市、电子政务

等的加快发展。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8.43%，营业成本同比增加21.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同比增长73.76%，

期间费用同比增长16.23%，研发投入同比增长22.90%，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同比减少13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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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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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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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丁振华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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