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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关系活动

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新时代证券     田杰华       新时代证券    孙业亮 

长城证券       杨  烨       中信证券      张  帅 

广发证券       郑  楠       安信证券      徐文杰 

天风证券       葛婧瑜       恒泰证券      焦傢奕 

信达证券       袁海宇       盛盈资本      刘思源 

中信建投       张咏梅       泓德基金      王克玉       

弘则研究       张  晶       中阅资本      李睿阳 

京港伟业       孔志强       万银华富      王式平 

中华联合保险   刘佑成       鼎鬲资本      杨  杰 

国控盛资管     陈  文 

时间 2018 年 10 月 31 日 

地点 公司会议室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董事会秘书     陈显龙 

财务总监       孟令军 

证券事务代表   丰  丹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本次投资者调研会议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证券事务代表

丰丹女士向各位投资者介绍了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情

况，以及年度经营计划在第三季度的执行情况；二是投资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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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环节。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 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经营情况 

2018 年第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2,407.50 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42.7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753.8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6.6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3,745.54 万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 56.30%。2018 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9,126.3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3.34%；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 11,002.72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3.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10,959.6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4.42%。 

2018 年前三季度公司各业务版块收入及毛利率情况具体

为：（1）电网设计版块实现营业收入 23,209.86 万元，占主营

业务收入比重为 33.58%，毛利率为 55.13%；（2）电网基建

版块实现营业收入 18,531.41 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为

26.81%，毛利率为 24.68%；（3）电网配售电版块实现营业收

入 25,148.02 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为 36.38%，毛利率

为 29.59%；（4）其他行业实现营业收入 2,237.02 万元，占

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为 3.24%，毛利率为 20.83%。2018 年前

三季度公司综合毛利率为 36.57%。 

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具体经营情况请广大投资者参阅公

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 

第二部分 投资者问答 

问题 1. 今年增量配电改革的进展如何？ 

答：2018 年 10 月 9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

《关于增量配电业务改革第一批试点项目进展情况的通报》，

总结当前试点项目进展总体缓慢，并对第一批 106 个试点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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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相关情况进行了通报：已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的试点项目

（20 个）；已开工建设的试点项目（18 个，不含存量配电项

目）；尚未确定业主的试点项目（18 个）；已确定业主但尚未

划定供电范围的试点项目（29 个）；无社会资本参与的试点项

目（6 个，不含存量配电项目），明确要求第一批试点项目应

于 2018 年 10 月底前确定项目业主并划定供电范围，2019 年

6 月底前建成投运，第二、三批试点项目应加快推进。按照该

文件指示，当前三批共计 320 个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预计

将在 2019 年取得实质性进展。 

问题 2.公司参股的四家配售电公司进展情况？是否取得收

入？贵阳高科后续进展不确定是否对公司造成实质影响？ 

答：公司对外投资参股设立的配售电公司中，中山翠亨、

咸阳经发、长沙振望三家配售电公司按照年初制定的业务发展

规划稳步推进，现均已开展售电业务并取得部分收入；长沙振

望方面，“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增量配电业务试点”已进入发改

委、能源局公布的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第三批第二批次名单

中；贵阳高科当前面临一些困难，进展相对缓慢，后续进展存

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持有贵阳高科 20%股份，且贵阳高

科当前仍未开展实际业务，其后续不确定性不会对公司整体产

生实质影响。 

问题 3.兴义市城市配电网建设与改造项目后，公司是否还有其

他重大合同？  

答：按照深交所信息披露要求：合同金额占公司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1

亿元的为公司日常经营重大合同。公司严格按照深交所相关要

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对于未达到信息披露标准的合同，我们

也没有进行选择性的对外公告。但是，类似的项目我们也有其

他订单在执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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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4.根据公司已披露数据，电＋平台注册用户是否已达到饱

和？ 

答：公司的云服务平台所面向的电力行业的企业数量和从

业人员数量比较固定，相对大众消费行业来说量是比较小的，

所以整体来看目前注册用户增速比较平稳。公司根据电+平台

建设及推广的不同阶段制定了明确的发展目标，相较于注册用

户数的增长，公司目前更加关注用户粘度及未来业务转化量。 

问题 5.电+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什么？  

答：电+平台当前的首要目标是推进公司云服务的模式、

培养用户操作习惯以及线下业务转化，所以一些模块我们采用

免费的形式，这也是契合当前配售电公司发展阶段的，同时也

有收费的 SaaS 产品以及项目众包的服务费。 

问题 6.公司增量配网业务的开展是否依赖于政策的推进？ 

答：政策的推进是一方面，除此之外配网建设有自我革新

的需求。公司深耕电力行业近 20 年，已具有一定的行业影响

力，在市场拓展上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 

问题 7. 公司的竞争对手有哪些？  

答：公司每个业务版块的竞争对手不同，在线路设计领域

我们有 85%以上的市场占有率，具有显著优势。公司致力于

为能源互联网建设提供全产业链一体化服务，据我们了解目前

能提供全套产品的除了我们，还暂未发现其他竞争对手。 

问题 8.公司当前在手订单情况怎么样？  

答：目前在手订单还是比较可观的。为了公平信息披露，

有关公司的订单情况，请各位投资者以我们对外发布的相关公

告为准。 

问题 9.其他应收款主要是什么？今年的现金流目标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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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主要是公司支付的项目履约保证金及大额投标保证

金。今年公司就现金流问题进行了比较大的投入，年初制定了

明确的应收账款回收计划，并成立了专门的工作小组，每月持

续跟进应收账款回收情况，加大回款力度。较去年相比，相对

于公司当前整体营收规模的增速，现金流还是有所改善的，后

续我们也会继续加大应收账款的催收力度。 

问题 10.一般 EPC 项目相较于公司传统业务毛利率较低，对公

司整体毛利率是否有影响？ 

答：公司承接的 EPC 项目主要是依托公司多年来电网公

司基建管控信息化项目经验，运用公司云平台服务模式进行线

上、线下资源整合，主要是承担项目建管服务，因此我们可以

通过信息化的管理手段及借助云服务平台的线上供应商资源

整合效应来控制项目成本，提升毛利水平。 

问题 11.公司目前人员情况如何？ 

答：当前公司严格控制人员规模，目前总人数和去年末基

本持平。公司业务的拓展是通过互联网的模式进行，公司内部

只保留核心的管理团队及研发技术人员，我们依托电+构建的

供应链体系进行业务分包，不会大规模的扩充人员。 

问题 12.公司卢旺达业务推进状况？ 

答：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非洲、东南亚等地区市场机会

也逐步增多。公司通过在卢旺达开展职业教育，培养本地化人

才，有利于后期公司在当地项目的实施，未来也可以将人才输

出至其他非洲国家。公司国际市场目前仍在前期拓展阶段，投

入在公司整体规划范围内，未来实际产生收益预计不会太长时

间。 

问题 13.公司信息化产品是否已全部实现 SaaS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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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公司各版块产品基本已实现 SaaS 化，尤其是成品化

程度较高的设计版块，公司联合中电联，通过线上项目评审、

专业培训等方式，逐步培养用户线上操作习惯。 

在整个交流活动中，双方进行了充分的沟通。本公司严格

按照《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等规定，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

确、完整、及时、公平，没有出现未公开重大信息泄露等情况，

同时已按深交所要求签署调研《承诺书》。 

附件清单 

（如有） 
调研记录 

日期 2018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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