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代码：601877

公司简称：正泰电器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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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18 年 8 月 15 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8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拟以本次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总股份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十股分配现金股利 2
元（含税）
，该议案还需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简称
正泰电器
董事会秘书

潘 洁
0577-62877777
浙江省乐清市北白象镇正泰工
1

股票代码
601877

变更前股票简称

证券事务代表

业园区正泰路1号
chintzqb@chint.com

电子信箱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46,889,833,685.9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上年度末
增减(%)
44,155,384,122.94
6.19

20,199,316,902.44

19,986,459,177.61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本报告期
（1-6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1.07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上年同期

1,047,043,655.66

812,414,521.90

28.88

11,902,315,980.10

9,905,427,837.34

20.16

1,782,538,245.83

1,256,454,276.03

41.87

1,784,522,172.16

1,173,313,813.27

52.09

8.55

7.13

增加1.42个百分点

0.83

0.60

38.33

0.83

0.60

38.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8,73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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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5.46

978,043,564

148,123,564

无

浙江正泰新能源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38

180,311,496

180,311,496

无

南存辉

境内自然人

4.43

95,228,331

20,713,064

质押

杭州通祥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0

60,174,644

0

无

国泰基金－工商银
行－国泰－固本资

未知

1.50

32,231,854

0

无

2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50,000,000

产管理计划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
责任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
019L－CT001 沪

未知

1.26

27,064,635

0

未知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
责任公司－分红－
个人分红－019L－
FH002 沪

未知

1.17

25,088,859

0

未知

朱信敏

境内自然人

1.13

24,266,179

1,924,150

无

TREASUREBAYINVES
TMENTSLIMITED

境外法人

1.07

22,925,796

22,925,796

无

薛光迪

境内自然人

0.84

18,067,08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0

未知

本公司的最终控制人为南存辉，南尔、南笑鸥、南金侠为
南存辉子女。南存辉直接持有本公司 4.43%的股份，同时通过
控制正泰集团间接持有本公司 45.46%的股份，并通过正泰集团
控股子公司正泰新能源投资间接持有本公司 8.38%股份，其一
致行动人南尔、南笑鸥、南金侠分别直接持有本公司 0.02%、
0.02%和 0.02%股份，正泰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
58.33%的股份。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紧密围绕年度经营目标，抢抓机遇，锐意进取，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取
得了显著的经营业绩。
2018 年半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9.02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0.16%，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83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1.87%。报告期内，公司先后被授予“全国产品
和服务质量诚信示范企业”
、
“浙江省对外合作十佳”
、
“浙江本土民营企业跨国经营 30 强”
、
“浙江
省企业文化建设示范单位”
。正泰新能源荣膺“中国户用光伏系统优质品牌 TOP5”。建筑电器获
“2018 年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 500 强首选供应商”、
“家居业消费者品牌”。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继续潜心主业，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公司经营管理工作：
1、瞄准科技前沿，拓展精品开发，提高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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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坚持自主创新，完善技术研发体系。报告期内，在研项目共计 168 项，其中本公司 88 项，
正泰新能源 5 项，仪器仪表 10 项，建筑电器 14 项，上海新华 12 项，上海电源系统 14 项，上海
电科 13 项，其它子公司 6 项；整合框架、塑壳、终端和控制产品线平台；专利申请 212 件，专利
授权 223 件，商标注册 241 件，软著登记 18 件；公司参与标准制修订共 27 项，其中国际标准 2
项，国家标准 8 项、行业标准 7 项、团体标准 10 项；完成知识产权数字平台（专利检索分析系统、
知识产权资产管理系统、门户）架构与功能设计规划。正泰知识产权检察工作站揭牌，推动正泰
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迈向更高的台阶。
2）持续推进新技术、新工艺的引进、推广和应用。完成四大产品线平台整合方案规划工作，
提升产品可靠性、降低运营成本；制定从原件组网端到云端的整体低压智能化升级方案并落实；
推进模具结构设计与工艺改进，梳理、完善电极备料采购和装夹工作标准，提高电极开料装夹效
率和质量。完成终端新电商项目、昆仑二次开发项目等模具设计与制造项目，生产效率持续提高。
2、深化变革，精准发力，促进国内外营销新增长
1）国内市场，致力于网络建设与渠道重构，区域培育与深度分销均衡发展
公司着力于开展一、二级网络建设，在 8 个区域增设了 9 家一级经销商，二级分销商授牌 951
家；完成 6 省渠道重构方案，拟定 40 个综合市场托管区域，规划 655 家二级网络建设计划，锁定
408 家行业目标客户。突出项目业务和项目类产品销售，实行全价值链营销模式，深度聚焦电力、
机械、建筑工程、通讯、新能源、工业及其他六大市场。切实紧抓营销政策落地、客户拓展与业
务分析，及时发现并协助解决重点、难点问题。重点锁定潜力区域，制定个性化区域业绩提升专
项计划，实现 37 个挖潜区域业绩同比增长，有效促进区域均衡发展。
2）海外市场，渠道和项目并举，稳步提升品牌竞争力
公司一方面持续深耕渠道建设，推进各区域渠道下沉，加速子公司、分公司、办事处本土化
建设，布局二级渠道，提高市场覆盖率和美誉度，保证稳定的渠道业务基础，另一方面紧紧跟随
国家“一带一路”重大战略实施路线，努力拓展项目及解决方案市场。平稳整合新加坡日光电气，
确保经营稳定。埃及合资工厂逐步打开市场，建立市场口碑。阿尔及利亚授权组装线已完成当地
电力局入网验收，具备基本正常生产条件。项目市场不断增加，包括摩洛哥、孟加拉、墨西哥、
埃及、巴西、埃塞俄比亚、马来西亚、越南等国项目。加快区域物流中心建设，完成埃及仓储中
心首批货物发运，筹备印度物流中心方案。加大传统零售渠道转型，重点推进专业批发商/采购集
团业务合作，实现渠道增长。继续全面推进威立雅全球项目合作，成功中标巴西循环发电厂项目，
并在智利、哥伦比亚等 4 国获得 ENEL 电力局项目订单。
3）正泰新能源，销售团队构建完成，业务量加速明显
成立五大光伏区域公司，完成国内销售团队组织架构构建，6 大销售战区覆盖全国，上半年
全国范围内共签订近 50 家战略经销商，进入重要集采商短名单；国外完善销售渠道布局，强化管
理规范流程，提升了销售管理水平。完善全球客户管理系统，优化区域和渠道资源。积极参与领
跑者项目投标，成功中标白城 100MW 领跑者项目、陕西鄠邑区 4 个标段 300KW 等项目。在国家能
源局出台光伏新政策大背景下，海外电站持续发力，土耳其、美国、埃及等项目进展良好，埃及
项目现场通过 EHS 审核已分包进场，与荷兰、西班牙等项目开发商签订项目开发协议。
4）明晰产品定位，推进工控自动化业务发展
诺雅克全力聚焦高端行业市场，实现上半年销售收入、综合毛利率均同比增长。成立驱动电
器事业部，完成现有驱动产品系列的梳理和未来驱动产品线规划。
公司以新华技术平台为依托，整合内外部资源，助推工控自动化业务发展。新华公司牵头与
华润电力就综合能效、智慧电站等方面建立合作。
3、深化智能制造，提升管理水平，推进降本增效
1）持续推进智能制造战略，并取得阶段性成果
大力推进小型断路器、交流接触器两个数字化车间建设完成。承接的工信部智能制造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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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项目《基于物联网与能效管理的用户端电器设备数字化车间的研制与应用》以优异成绩顺利
通过工信部验收，标志着公司智能制造能力提升又迈进了一大步，为公司推进智能制造和行业转
型升级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公司也将持续地在智能制造领域加大投入，不断积蓄释放新动能。
积极推进信息化、工业化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建设，明确了未来两化融合工作的方向，确定拟打造
的新型能力“基于数据驱动的终端电器精益制造能力”，持续推进已获证的“基于数据驱动的控制
电器精益制造能力”的建设，确定各新型能力的支撑项目及其目标。
2）继续优化制度流程，加强生产和采购管理。
重点力推智能制造、CIP（精益生产改善）项目、提案改善、TPM（全员设备维保）项目、强
化设备技改及维保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取得了切实效益；以客户需求为中心，统筹生产资源规划，
优化生产管理制度与流程，强化生产管控，提升生产柔性，快速响应市场需求；通过设计优化、
新材料/新工艺应用、采购议价、集量降本、原材料价格预测等方法，降低采购成本；为打造“命
运共同体的价值链”
，开展供应链优化整合、助推供方数字化制造，支撑公司数字化制造。正泰新
能源实现晶硅全球组件产能、电池产量同比增长。开展多项创新研发项目，推进高功率单多晶产
品开发。
3）不断强化质量管理，提高产品质量与客户满意度
持续推进产品质量改进工作，对外部充分研判、管控市场风险，系统分析、识别产品改进机
会，将外部监管压力转化为内部提升动力；聚焦顾客需求明确标准，建立内部标杆引领提升，由
单一监管向“监管+合作”转变；梳理并不断完善管理流程与机制，严格管控产品的关键不良并推
动攻关，促进产品质量与管理水平阶梯提升。亿元销售投诉次数、市场突出质量信息、万元销售
质量问题退货额均同比下降。公司《低压电器产品可靠性质量保证模式的构建与实践》荣获 2017
年度中国质量协会质量技术奖二等奖，
《基于风险思维的制程质量管控机制》荣获质量技术奖优秀
奖。
4）充分发挥职能部门能效，实现财务管理水平提升与风控制度规范
加强与银行的合作，盘活票据，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推行电子银行承兑汇票结算货款，提升
服务品质，提高资金流动效率；优化预算分解编制方式，促进方针目标与预算有效对接；强化法
律风险防范，完成多项重点投融资项目支持；制订投后管理制度，规范投后项目风险管控流程。
4、激活人力资源，打造凝聚力工程，增强发展后劲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创新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完善以业务与内部客户为导向的 HRBP 管理机制；
推进人才发展平台建设，招聘非一线员工四百余人；优化一线招工方法；开展工业工程、质量、
物流等学院共 35 期 1,469 人次培训；启动营销学院组建，组织市场专项培训 7 期；推进薪酬体制
改革。同时以生产经营为中心开展党群工作，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完善“五结合”学习型班组制
度建设；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不断增强。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南存辉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8 年 8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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