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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12                            证券简称：三变科技                            公告编号：2019-014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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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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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变科技 股票代码 00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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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经营变压器、电机、电抗器、低压成套电器设备、输变电设备的生产、维修、保养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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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有油浸式电力变压器、树脂绝缘和H级浸渍干式变压器、防腐型石化专用变压器、组合式变电站、

地埋式变压器、风电场组合式变压器、非晶合金变压器、单相自保护变压器、电缆分支箱、环网柜、开关

柜、特种变压器等12大类1,600多个规格品种，公司产品主要用于电力转换、传输等。 

2018年公司营业收入57,067.41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6.47%；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28.60万元。报

告期内，公司加强逾期应收账款催收力度，以及加强各项费用控制等措施，提升了企业经营业绩。  

2、所属行业发展特点 

公司所处的行业为电力工业的输变电装备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属于“中国制造2025”战略中提

到的十大重点领域中的电力装备。公司主营的变压器行业属于资金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产品品种规格多，

成套性和系统性强。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输变电装备制造业已形成门类齐全、具有相当规模和一定水平的产业体系，是国

民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产业，为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和国家重大工程建设提供了设备保障和装备支

撑，对相关产业具有较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近年来，随着总体技术水平较快发展，高端技术能力以及成

套供应和系统集成能力逐渐增强。 

随着智能电网进入全面建设阶段，中国输配电设备制造业整体发展将呈现智能化、集成化、绿色化的

特点，随着城市电网改造，电力系统对输变电产品运行的可靠性、安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变压器技

术的低噪音、低损耗、高环保、高智能等的要求也更苛刻，智能化技术、可靠性技术、数字仿真技术以及

新型电工材料技术将得到充分应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也为我国输变电装备“走出去”提供了新的机遇。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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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570,674,146.76 535,996,588.95 6.47% 484,468,087.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286,029.44 -124,529,059.63 105.05% 5,256,000.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6,591,339.49 -126,912,502.33 63.29% -56,313,002.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827,113.71 45,921,136.83 -56.82% 70,434,461.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0 -0.620 104.84% 0.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0 -0.620 104.84% 0.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5% -28.10% 29.75% 1.06%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1,002,587,459.37 1,168,593,483.27 -14.21% 1,229,936,203.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84,502,784.39 378,216,754.95 1.66% 505,410,38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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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06,261,054.57 156,871,442.04 153,882,328.86 153,659,321.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678,570.33 -10,821,252.19 -26,415,101.84 51,200,953.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522,140.65 -19,596,550.69 -27,208,580.58 12,735,932.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913,011.78 -32,003,876.70 15,145,351.75 51,598,650.44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4,77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4,463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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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卢旭日 境内自然人 6.71% 13,525,013 13,525,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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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樊雷刚 境内自然人 2.66% 5,360,000 0   

曹玲 境内自然人 2.52% 5,079,864 0   

乐清市电力实

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48% 4,991,364 0   

朱峰 境内自然人 1.85% 3,729,476 2,797,107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19% 2,402,700 0   

云南惠泉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9% 1,992,100 0   

黄豪 境内自然人 0.71% 1,435,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截止报告期末，浙江三变集团有限公司和卢旭日先生存在关联关系，股东卢旭日先生在浙

江三变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董事。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卢旭日先生不担任浙江三变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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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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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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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79864.00 股。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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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00 股。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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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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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复杂的内外环境和竞争压力，公司管理层按照董事会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年初制定

的各项目标和任务，扎实推进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克服困难，锐意进取，经受住了行业产

能过剩、产品价格下滑对经济效益影响的考验，企业改革发展各项工作取得一定成果，呈现出向好的局面。 

2018年度，公司加强逾期应收账款催收力度，加强各项费用控制等措施，提升了企业经营业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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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着力开拓海外市场，不断提升国际化发展水平。报告期内，

柬埔寨、赞比亚等地业务情况良好。2018年公司营业收入57,067.41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6.47%；归属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28.60万元。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油浸式变压器 355,941,229.25 330,961,729.17 7.02% 1.43% -1.47% 2.74% 

干式变压器 116,711,174.17 100,497,960.80 13.89% 40.87% 49.36% -4.90% 

组合变压器 82,225,620.56 63,270,689.71 23.05% -3.98% -17.43% 12.52%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8年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57,067.41万元，比上年实际53,599.66万元增加3,467.75万元，增长

6.47%。营业收入与上年相比略有增长。主业未发生改变，外部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2018年营业成本49,742.93万元，比上年实际49,058.00万元，增加684.93万元，增长1.40%。营业成本

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增加相应成本增加导致。 

2018年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628.60万元，比上年同期-12,452.91万元，增加

13,081.51万元，增长105.05%。主要原因是本年度收入增长、毛利率有所上升、资产处置收益、投资收

益、坏账准备冲回较多等所致。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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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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行，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通知要求编制财务报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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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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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9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同比扭亏为盈 

同比扭亏为盈 

2019 年 1-3 月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万元） 
0 至 100 

2018年 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767.8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较去年同期有明显增长；公司节材降本相关措

施取得一定效果；财务费用下降较多。预计本期较去年同期扭亏为盈。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伟世 

                                                              2019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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