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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41                           证券简称：和顺电气                           公告编号：2020-040 

苏州工业园区和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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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顺电气 股票代码 30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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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书杰 敖仙花 

办公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和顺路 8 号 苏州工业园区和顺路 8 号 

电话 0512-62862607 0512-62862621 

电子信箱 xushujie@cnheshun.com aoxianhua@cnheshu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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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48,654,600.35 309,304,036.15 -51.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057,625.27 660,786.11 -1,168.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7,101,887.52 -546,621.83 -1,199.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756,575.33 -54,361,075.17 79.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78 0.0026 -1,16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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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78 0.0026 -1,169.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5% 0.08%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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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5,465,235.27 1,340,160,009.07 -13.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22,338,419.44 729,351,494.71 -0.9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6,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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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建华 境内自然人 44.52% 113,730,919 85,298,189   

沈欣 境内自然人 8.24% 21,054,000 0   

沈思思 境内自然人 2.75% 7,018,000 0   

严韩庆 境内自然人 0.89% 2,280,005 0   

肖岷 境内自然人 0.71% 1,819,500 1,449,375   

杜杰 境内自然人 0.69% 1,754,500 0   

杜吟 境内自然人 0.69% 1,754,500 0   

林开尤 境内自然人 0.61% 1,560,000 0   

陈家烨 境内自然人 0.51% 1,300,000 0   

姜月清 境内自然人 0.43% 1,101,25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姚建华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和姚尧先生系父子关系，故二人为一致行动人；沈欣、

沈思思、杜杰、杜吟为公司第二大股东，在股权登记过户时签订了《一致行动人协议》，

为一致行动人；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严韩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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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0,005

股，其普通证券账户未持股，实际合计持有 2,28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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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主要国家经济增速均大幅放缓，国内企业春节

后复工时间普遍延迟，各项业务开展进度放缓；加上今年国内天气异常，洪水灾害在全国二

十多个省市爆发，国内经济形势面临多重考验。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及洪水灾害带来的严峻考

验和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公司积极应对，多措并举，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组织带领全体

员工团结一心，坚决贯彻落实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决策部署。 

报告期内，公司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积极优化经营策略，始终秉持稳健

经营的方针，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从技术和营销等多维度提升公司的竞争力，借助智能配电

业务、充电桩业务、光伏发电业务及需求侧管理平台，构建设备、服务、平台于一体的能源

综合服务体系，实现公司业务平稳有序的发展；同时根据行业发展趋势，推进管理规范化工

作和科学管理体系的建设，提升公司整体运营效率。 

报告期内，受疫情及恶劣天气影响，智能配电业务、充电桩业务客户招标计划推迟，招

标量较去年同期减少，致使公司订单量较去年同期下滑；加上公司部分客户单位复工时间推

迟，影响项目完成进度，新签合同交货期暂无法确认收入，影响了营业收入和净利润。2020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148,654,600.35元，比上年同期下降51.9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为负7,057,625.27元。 

报告期内，公司各板块业务的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一、电力成套设备业务 

2020年上半年,公司经营受到了疫情的不利影响，复工后，公司坚持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的前提下，公司积极调整营销策略，应对多变的市场环境，最大限度完成制定的营销任务。

同时，继续加强营销队伍建设，优化营销管理体系，有效提升公司的营销管理水平，加大市

场开拓力度，促进公司主营业务稳健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电力成套设备板块业务半年度实现收入93,514,294.51元，占报告期营业

收入的比重为62.91%。 

公司继续优化销售网络平台，重视维护优质的客户，对优质销售目标如大型发电集团、

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大型工业客户以及江苏、山东、湖南、甘肃、内蒙古、陕西、福建、

江西、河北、河南、浙江、山西、青海、吉林、北京、重庆、天津等省市电力公司保持积极

的沟通与合作，巩固优质客户的满意度，提高优质客户中的市场份额；同时，进一步开发新

的优质客户，报告期内电力成套业务新获得轨道交通系统以及沈阳铁路系统客户订单。公司

推出的一二次融合成套柱上断路器以及一二次融合成套环网箱获得国网江苏、江西等省电力

公司的订单。 

 二、充电桩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电动汽车充电桩系列产品实现营业收入20,373,769.08元，占报告期营业

收入的比重为13.71%,同比增长170.06%。 

随着“新基建”的全面推出，充电桩建设迎来新的机遇，公司的充电桩业务坚持直流为主、

交流为辅，交、直流混合发展的经营思路，尤其在直流、大功率快充领域保持自身的竞争优

势，以便迎接更好的政策环境及市场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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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着重于项目布局规划及市场开拓，加强对充电桩新产品的研发及销售人

员的技能培训工作，进一步拓宽销售思路，细分团队人员工作范围，合理配置资源，充分发

挥团队成员的积极性，重点跟踪落实各区域公交客运系统、大型汽车公司及充电站运营商、

地方政府部门及电力企业下属单位的布桩和建站工作。报告期内新获得国网电动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直流充电桩设备采购订单，金额为800万元。 

三、光伏电站业务 

报告期内，受疫情及恶劣天气影响，公司对新能源业务结构进一步进行了调整，上半年

光伏业务安装施工板块实现收入1,813.47万元，去年同期光伏业务安装施工板块实现收入

16,499.81万元，占营业收入比重同比下降40.8%。 

光伏发电项目：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子公司中导电力与宁夏沙坡头水利枢纽有限

责任公司合作持有运营已实现并网的地面光伏电站1个，装机容量规模50MW；公司子公司和

顺投资持有分布式光伏项目2个，装机容量总规模约为10MW，本报告期内实现发电收入183.45

万元，光伏发电项目业绩继续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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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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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动情况如下： 

2020年1月，公司吸收合并艾能特（苏州）能源技术有限公司，艾能特从注销之日起不再纳入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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