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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1616                                                  公司简称：广电电气 

 

 

上海广电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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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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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吕巍 另有公务 王江 

独立董事 吴胜波 另有公务 夏立军 

 

1.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广电电气 601616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罗日亮 宗冬青 

电话 021-67101666 021-67101661 

传真 021-67101610 021-67101610 

电子信箱 office@csge.com office@cs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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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拟采取现金分红的方式，方案具体内容为：母公司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

可供分配利润为 110,109,629.96 元，拟以总股本 934,860,500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送现

金 0.50 元（含税），共派送现金 46,743,025.00 元。本次利润分配后，公司尚有未分配利

润 63,366,604.96 元人民币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 主要业务 

公司处于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业，集产品研发、制造、服务为一体，是国内电气行业知名

企业。主要业务有成套设备、元器件和电力电子三大板块。 

1） 成套设备产品主要有：40.5kV及以下交流中压开关柜、环网柜、交流低压开关柜、直流

开关柜、动力柜（箱）、控制柜（箱）、照明箱等。 

2） 元器件产品主要有：40.5kV 及以下中压断路器、低压断路器（ACB、MCCB、MCB）、智能

控制元件等。 

3） 电力电子产品主要有：高压变频器、有源滤波器。 

2、 经营模式 

1） 成套设备一般为定制产品，主要客户为电网、电厂、石油石化、冶金、轨道交通等行业，

主要通过招投标方式完成销售，根据客户的不同要求设计和制造产品，生产模式以“以销定产”

为主。 

2） 元器件一般为标准产品，销售对象既包括电网等终端用户，又包括成套设备生产企业，

生产模式以“以销定产”为主，但根据市场销售和生产周期的配比，保持一定的备货量。 

3） 电子电子产品一般为定制产品，销售对象主要为中石油、中石化、电厂、冶金、橡胶、

水泥建材等终端用户或总机厂，主要通过招投标方式完成销售，生产模式以“以销定产”为主。 

3、 行业情况 

公司所处行业是一个充分竞争、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行业，行业的景气度与宏观经济发展态势

及建设投资需求息息相关。目前，国内经济有所下行，对本行业造成压力，公司将积极寻找市场

结构性机会。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3年 

总资产 2,998,314,296.75 3,086,031,494.90 -2.84 3,264,013,802.84 

营业收入 776,972,387.60 892,197,186.78 -12.91 1,106,751,627.1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7,949,761.14 38,765,570.25 -79.49 54,581,965.7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8,008,848.79 25,628,260.59 -131.25 35,616,643.6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2,494,040,323.20 2,522,900,340.66 -1.14 2,529,572,19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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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57,103,998.35 36,442,598.57 56.70 85,570,132.91 

期末总股本 934,860,500.00 932,580,000.00 0.24 932,580,000.00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085 0.0416 -79.57 0.0585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085 0.0416 -79.57 0.0585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0.31 1.51 减少1.2个百分

点 

2.15 

四 2015 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159,642,732.02 243,140,587.42 223,214,372.90 150,974,695.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506,895.23 11,408,668.86 15,436,206.66 -22,402,009.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2,560,250.51 10,656,416.40 7,758,384.04 -28,909,150.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855,338.56 -16,315,699.78 15,851,448.59 54,645,561.02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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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8,00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1,97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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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新余旻杰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129,000,000 131,253,000 14.04 0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深圳华信同行资产

管理合伙企业（有

129,000,000 129,000,000 13.80 0 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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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合伙） 

北京仁海维投资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 

0 40,896,900 4.37 0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ZHAO SHU WEN 0 25,100,820 2.68 0 无   境外

自然

人 

李忠琴 -8,000,000 20,100,000 2.15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沈丽华   5,999,897 0.64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朱光明 0 4,723,776 0.51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邮趋

势精选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129,429 0.44 0 无   其他 

何素英   3,775,900 0.40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施玲玲   3,600,000 0.39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ZHAO SHU WEN为新余旻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的控股股东，二者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5.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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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 年,因宏观经济增速及工业投资需求放缓,公司所处的输配电行业也受此影响,在市场需

求未能有效提高的形势下,竞争进一步加剧。2015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人民币 7.8 亿元，同

比下降 12.91%，实现净利润约人民币 930万元，同比下降 77.65%。 

成套设备业务：2015年度公司的传统业务板块订单量下滑，并且客户大多资金紧张，压缩投资成

本，降低供应商准入门槛，从而导致公司的成套业务面临竞争激烈、盈利困难的局面。本年度成

套设备业务营业收入 39,349.30万元，较上年下降 16.23%；毛利率为 17.58%，较上年略有上升。

为此，公司一方面提高管理水平，在不降低质量的前提下降低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

加大产品设计和定制能力，以满足不同客户的特殊需求，拓宽业务来源，争取优质客户，为今后

发展打下基础。 

元器件业务：本年度元器件业务营业收入 28,721.96 万元，较上年上升 1.42%；毛利率为 25.01%，

较上年略有下降。2015 年度公司元件产品线持续拓展经销网络，扩大市场影响力。虽然国内外市

场竞争进一步激烈，产品销售价格持续走低，但在公司技术、采购和营运等部门的共同努力下，

保障了毛利水平。公司低压电器产品的主要原材料铜、银、钢材和塑料采购成本稳中有降，此外

公司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努力降本增效，提升劳动生产效率。分产品来看，低压配电开关、中

压配电开关和智能电网控制产品的毛利率均保持了稳定的增长；因低压产品销售占比增大，该产

品线本身毛利率较低，故受其影响总体元件产品线毛利率较上年略有下降。 

电力电子业务：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石油石化、煤炭、钢铁、水泥、发电等高压变频器主要客

户需求减少，部分项目延期或暂停。由于需求下降，价格竞争加剧，中标价格有一定幅度下降。

本年度电力电子业务营业收入 8,383.81 万元，较上年下降 28.62%；毛利率为 37.48%，较上年略

有下降。大容量高压变频器因天然气长输管线项目的延期，订单额下降明显。用户企业经营状况

不理想，应收账款增加。随着绿色港口和节能减排的发展，本公司开发的港口专用岸电电源取得

了市场突破，已经有部分港口成功应用。地铁行业有源滤波器需求平稳，但毛利下降。橡塑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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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增长势头减缓，变频器需求下降。 

投资收益方面：本年度投资收益较上年增加约 2,800 万元，一方面与美国通用电气（GE）公司合

资的 SJV尽管也受到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和发展减速的影响，但受益于 SJV对元器件市场开拓力度

加大,SJV毛利率较高的元器件业务增长良好，公司从 SJV获得的投资收益较上年增长约 1,970万

元。另一方面，由于本年度理财产品平均收益率的上升，短期理财产品收益较上年增加 900万元。 

 

(二)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7,697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12.91%；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795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79.49%。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 29.98亿元，比上年

末减少 2.84%；负债总额 4.61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15.4%，比上年末下降 1.5 个百分点；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总额为 24.94亿元，比上年末下降 1.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情况的说明 

(1) 成套业务销售收入较上年减少 7,624 万元，同比下降 16.23%。成套业务的下滑，主要是由于

公司所处中低压产品市场集中度相对较低，公司的传统业务板块订单量下滑，并且业主客户

大多资金紧张，压缩投资成本，降低供应商准入门槛，从而导致公司的成套业务面临竞争激

烈、盈利困难的局面。成套业务毛利率较上年小幅上升 1.67个百分点，主要是由于原材料价

格如铜、钢板等价格大幅下降以及精益生产提升了产品的毛利率，但另一方面，由于公司所

处中低压产品市场集中度相对较低，竞争导致了整体销售价格下降，因此毛利率较上年仅仅

小幅上升； 

(2) 元器件业务收入较上年增加 401 万元，增幅 1.42%。这主要是本年度 DJV 销售表现良好，GE

品牌低压产品较上年有所增长所致。元器件毛利率较上年减少 2 个百分点，主要是由于在整

体对外销售中低压产品增幅较大且占总比率较大，但该产品线本身毛利率较低，故受其影响

总体元件产品线毛利率较上年略有下降； 

(3) 电力电子的销售收入较上年减少 3,361 万元，降幅 28.62%，其中主要是占销售收入 90%的变

频器收入占大幅减少, 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石油石化、煤炭、钢铁、水泥、发电等高压变

频器主要客户需求减少，部分项目延期或暂停。由于需求下降，价格竞争加剧，中标价格有

一定幅度下降。 

 

(三)  公司关于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1． 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 

2016年国内宏观经济增速放缓，行业内市场竞争加剧。我们预测： 

（1）宏观经济将呈现稳中趋升态势 

输配电及控制设备类产品应用广泛，应用领域包含电力、房地产、机械工业、电信、油气、

矿业等，与国家工业活动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息息相关，在一定程度上与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呈

现正相关关系。目前，世界经济正处于深度调整之中，复苏动力不足，不确定因素增多。我国经

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但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2）行业发展趋势  

行业内国际品牌的市场地位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国内输配电行业还是一个充分竞争，价格逐

步走低的形势。加强城市配电网建设、推进电网智能化、加强轨交建设等是国家的重点投资方向，

相关行业将受益。 

（3）经营环境变化与挑战  

客户采购方式：成套设备及电力电子产品客户普遍采用招投标制的采购模式，市场竞争激烈；

元器件产品仍以分销渠道模式为主，随着互联网电子商务的浪潮来临，依靠电商平台进行直销及

个性化定制或将成为未来重要的采购延伸模式。 



7 
 

市场原材料价格：公司主要原材料为铜、银、钢材、塑料等，受全球宏观经济的影响，2015

年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了大幅度下降，目前仍处于价格底部，价格下降对公司降成本具有正面作用。 

2. 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将继续加大产品研发力度，完善供应链管理，以优于同行的技术和性能，以“贴身”的

服务和应用打造高端品牌，努力成为中国电气化过程中提供输配电成套设备、元器件和电力电子

产品及服务一揽子解决方案的优质供应商。 

3. 经营计划 

2015 年公司未能实现年初制定的计划目标，主要原因在于：1) 受到宏观经济增速及工业投

资需求放缓的影响，加之公司所处中低压产品市场集中度相对较低，公司业务面临的竞争加剧，

从而导致营业收入下滑，公司的经营利润下降；2) 受到经济下行的影响，公司的传统业务板块客

户大多资金紧张，部分项目的延期等因素也拖延了应收账款的回款，本年度按照账龄计提的坏账

准备大幅增加；3) 由于产业的不景气，年末公司对资产进行评估，部分非专有技术存在减值迹象，

本年度计提的无形资产减值有所增加。 

2016年面对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市场需求不足的宏观环境，公司将高度重视对各类风险

的管控。公司近年来应收账款存量较大，其中应收账款逾期比例较高，对此，公司管理层将特别

加大应收账款的收款力度，力争 2016年显著降低应收账款坏账风险。同时，公司管理层将特别注

重订单质量和优质渠道建设，努力提高产品毛利水平，由此可能会导致对销售收入有所影响，但

是公司经营质量将更加健康。此外，公司历年固定资产投资较大，随着技术进步带来的产品升级

换代，特别是生产设备、研发成果等面临的淘汰升级、替代更新压力也将较大。对此，公司管理

层将强化投资、研发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审慎决策，高效执行，努力实现项目预期的收益。 

2016年公司将立足成套设备、元器件以及电力电子三大基础核心业务，强化事业部利润目标，

发挥公司在产品研发制造、品牌建设和销售渠道方面的优势，进一步加强规范、高效业务流程建

设，合理规划资金使用，加强回款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2016年公司主要经营目标为：实现

营业收入人民币 7.9 亿元，增长 1.68%；净利润 1,065 万元，增长 14.52%。各业务板块经营计划

如下： 

成套设备业务 

1）巩固现有销售市场，加大新市场的投入，开拓新的行业客户，重点关注电网、核电、大型

数据中心、海洋工程、交通运输等行业与工程；跟随国家政策走向，寻找“一带一路”的商业机

会，开拓更多的海外市场。  

2）在当前国家经济形势下，加大市场风险评估力度，控制应收账款带来的现金流风险，选择

优质客户和行业作为公司投入和合作的对象，把企业“做精做强”。 

3）加强销售团队的管理与建设，制定更加适合市场的营销政策，以提升销售队伍的营销能力

和战斗力。 

4）加大新产品开发力度，针对专业和海外市场的需要，研发适销对路的中高层次的成套设备，

以满足中高档用户对成套设备的需求。 

5）加强应收账款清理工作，改善经营性现金流。 

元器件业务 

1）奋力拓展销售市场。整合渠道优势资源，加强渠道能力提升与再造，巩固强势市场，培育

弱势区域市场，聚焦高端市场。积极推进行业准入与资质认定，积极参与行业和大客户技术标准

制定，强化标前分析，为客户提供完整的系统技术解决方案。研究进入电商渠道。 

2）加强销售与渠道管理，提升销售队伍营销能力，强化销售管理。深入产品与市场研究，深

度分析市场资源与销售潜能，强化业务的及时监测与调整。 

3）加强新产品开发。提升技术研发水平，强化质量管理能力。注重质量品质及价值管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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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应用先进的质量技术与方法，加强研发、采购、生产制造及顾客使用等四大过程质量变化点与

关键环节的监控，加快推进 “四大”提升工程（质量素质提升、可靠性提升、满意度提升和对标、

对比提升）。 

4）推行先进制造技术与先进生产方式。深化全价值链改善，持续完善精益生产管理，采用清

洁能源及原材料，节能降耗，实现清洁生产。 

电力电子业务 

1）继续保持大功率变频器技术领先地位，同时通过设计优化和生产优化，降低成本，以期在

售价降低的前提下，维持毛利率基本不变。 

2）除了天然气管线市场外，拓展大功率高压变频器在航空试验装备、水利、化工等行业的应

用。继续推进港口岸电电源的市场开拓，完善产品系列。 

3）开发模块化低成本有源滤波器，进一步加强地铁行业销售，同时拓展有源滤波器在智能楼

宇、数据中心和其它工业领域的应用。 

4）加强应收账款清理工作，改善经营性现金流。 

 

上述经营计划并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业绩承诺，请广大投资者对此保持足够的风险意识。 

4. 可能面对的风险 

公司产品与国家宏观经济状况以及基础建设和投资密切相关。可能面对的主要风险： 

（1）市场竞争的风险：中国电气制造行业整体上呈集中度不高、竞争较为分散的态势，大多

数产品同质化竞争严重。目前国外主要电气生产企业已通过建立本地化工厂、并购国内企业或设

立销售代理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在中国低压电器市场持续快速增长和产业升级的驱使下，本土

企业需要不断通过技术创新、专业化以提升市场竞争力，而跨国公司将携技术与管理优势继续大

力扩张，竞争主体将愈加多元化，竞争形势也将更趋激烈。 

（2）原材料价格变动风险：铜、银、钢材、塑料及相关配件等为公司生产所需主要原材料，

原材料采购成本占产品总成本的比重 90%以上，当原材料价格出现较大幅度波动时，经营收益会

受到直接影响。2015年主要要素产品价格处于近年的低位，短期原料价格优势明显，但不排除存

在反弹的可能性。公司凭借规模化生产优势，并通过与供方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能

转移部分成本上涨压力，规避该风险。 

（3）人力成本上升带来的风险：由于公司主要生产基地位于上海，人力成本相对较高，且近

几年该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已呈不断上升趋势，公司的生产成本仍面临一定的上升风险。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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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应当说明情况、

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7.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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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本年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共 11户，具体包括：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上海通用广电工程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 100.00 100.00 

上海安奕极智能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 100.00 100.00 

上海澳通韦尔电力电子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 100.00 100.00 

上海广电电气集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 100.00 100.00 

上海通用广电电力元件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2 75.00 75.00 

太阳门电气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2 70.00 70.00 

广州广电通用电气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2 51.00 51.00 

上海安奕极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2 75.00 75.00 

山东广电电气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2 75.00 75.00 

上海艾帕电力电子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3 75.00 75.00 

上海安奕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3 100.00 100.00 

7.4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

说明。 

 不适用   

 

 

 

 

 

董事长：侯松容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6年 4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