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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39                           证券简称：积成电子                          公告编号：2018-037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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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成电子 股票代码 002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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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斌 刘慧娟 

办公地址 济南市花园路东段 188 号 济南市花园路东段 188 号 

电话 0531-88061716 0531-88061716 

电子信箱 yaobin@ieslab.cn liuhuijuan@iesla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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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3,269,293.90 442,782,167.79 54.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05,851.94 -7,783,834.08 127.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711,081.03 -8,705,048.72 8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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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6,716,691.77 -206,642,233.05 77.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53 -0.02 126.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53 -0.02 126.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2% -0.51%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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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6,998,778.62 3,601,510,235.18 -2.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33,368,638.05 1,747,081,914.01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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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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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国有资

产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4.98% 19,600,566 0   

杨志强 境内自然人 4.15% 16,321,200 12,240,900 质押 2,486,000 

张跃飞 境内自然人 4.14% 16,298,000 0 冻结 16,298,000 

王良 境内自然人 3.98% 15,663,800 11,747,850   

严中华 境内自然人 3.98% 15,662,400 11,746,800 质押 7,050,000 

冯东 境内自然人 3.97% 15,642,200 11,731,650 质押 13,410,000 

中财金控投资

有限公司－赣

州市熠石股权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其他 3.76% 14,800,000 14,800,000   

王浩 境内自然人 2.93% 11,533,000 9,924,750 质押 4,350,000 

山东大学威海

分校电子系统

实验所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18% 8,591,090 0   

张志伟 境内自然人 1.94% 7,654,4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股东杨志强、王良、严中华、冯东、王浩、张志伟为一致行动人；股东山东省国有资产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张跃飞、中财金控投资有限公司－赣州市熠石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电子系统实验所之间以及与前述一致行动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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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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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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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电网公司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速新一轮混改进程，积极推进综合能源服务转型升级，电网投资逐步由高速

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相关电力设备的招标规模出现不同程度的波动。面对不利局面，公司全体员工齐心协力,加快新一代

电力自动化产品的市场化推广，积极发挥供应链运营效力，完善精细化管理模式，促进工作提质增效，上半年实现营业总收

入68,326.93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10.59万元，同比增长127.05%。 

报告期内，国网公司集中招标市场规模持续萎缩，公司各营销大区积极加大省、市级电网公司和行业外电力市场的开拓

力度，上半年订单量再创历史同期新高,电力自动化总体订单同比增长12.98%。销售结构方面，受益于城乡配电自动化规划

建设的持续推进和智能一、二次成套开关融合带来的市场机会，公司配电自动化业务板块合同额同比大幅增长；公司积极推

进新一代智能变电站就地化保护装置项目的实施落地，多个电压等级的就地保护新产品顺利挂网试点,变电站自动化业务板

块销售同比小幅增长；电能量与调度类产品订单有所下降。新能源业务方面，公司完全基于大数据架构的风电集控系统在河

南大唐正式启用，为风力发电管理模式开创新的先河，各项业务指标国内领先；加快智能充电业务领域的布局，顺利实施福

建厦门机场充电设施项目，承建了贵州贵阳、龙里等多个地市充电站EPC工程，中标长安汽车充电桩年度框架项目，投建的

山东乐陵城市公交大型新能源快速充电站成功上线运营。 

报告期内，公司公用事业自动化业务板块发展迅速，公司加快了超声波智能仪表的研发及国产化进程，超声流量仪表工

程研究中心通过青岛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认定；公司及青岛积成均荣获工信部ITSS运维服务能力成熟度二级资质证书，进

一步提升了公司在数据运维服务市场的品牌形象和市场影响力。公司顺利承办了济南市城市供排水协会理事大会，由公司承

建的水质监测预警平台项目及新上市的全电子超声波和无线物联网水表得到与会专家的高度认可。 

报告期内，公司配电自动化市级实验室获得济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公司顺利通过了CMMI5软件成熟度认证，研

发管理水平再上新台阶；公司新研发的6款智能电能表顺利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为下一步的市

场拓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获得“基于仿真IED装置的模拟远动虚拟调试方法”、“基于嵌入式Linux

的用电信息采集终端存储数据的方法”、“基于时域变换的大步长发电机模型”等10项发明专利、获得“一种轴向对射式超

声波气体流量测量气路”、“一种新型水表叶轮计量机构调节装置”、“配电线路在线监测智能巡检系统”等19项实用新型

专利、2项外观设计专利；“配网自动化网络通讯(IEC101-server)软件”、“电压型智能配网终端软件V1.0”、“Ⅰ型采集

器数据采集终端软件”、“F60配电终端智能操作面板软件”等44项软件产品获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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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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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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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