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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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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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源电气

股票代码

002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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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瑞

张校伟

办公地址

河南省长葛市魏武路南段西侧

河南省长葛市魏武路南段西侧

电话

0374-6108288

0374-6108288

电子信箱

hanr@hnsyec.com

zhangxw@hnsyec.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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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调整前
营业收入（元）

750,749,737.37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692,253,662.71

1

调整后
797,136,777.81

调整后
-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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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元）

14,944,093.02

50,415,341.72

74,187,948.73

-79.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9,613,194.66

18,553,849.96

42,152,945.69

-122.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

-70,470,586.37

979,121,502.07

1,016,371,590.81

-106.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61

0.0542

0.0798

-79.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61

0.0542

0.0798

-79.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3%

1.00%

1.43%

-1.10%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7,861,141,567.31

8,836,078,073.71

8,072,105,860.80

-2.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元）

4,545,093,170.48

5,091,645,202.34

4,530,240,588.10

0.3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0,36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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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森源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49%

162,590,040

楚金甫

境内自然人

12.59%

117,099,422

河南隆源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88%

64,000,045

中原金象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中原金象河南民
营上市公司发展支持 2
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67%

52,689,400

华金证券－兴业银行－
证券行业支持民企发展
系列之华金证券纾困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50%

51,140,834

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57%

33,168,439

杨合岭

境内自然人

2.77%

25,764,096

2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19,323,072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质押

162,584,707

质押

117,099,422

冻结

20,009,422

质押

63,900,000

质押

1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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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39%

3,623,531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分红保险产品华
泰组合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8%

3,509,903

罗松波

境内自然人

0.25%

2,323,00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森源集团为隆源投资的控股股东，楚金甫先生为森源集团的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隆源投资为公司的法人股东，森源集团为公
司的控股股东，楚金甫先生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楚金甫先生、
森源集团、隆源投资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杨合岭先生为森源集
团股东、董事，公司董事长。除此之外，未知以上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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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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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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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峻考验，公司主动适应经
济发展“新常态”
，努力克服多种不利因素影响，稳步推进复工复产工作，紧抓国家“新基建”建设契机，
积极在特高压（超高压）
、轨道交通、5G 智慧灯杆、充电桩、5G 通信电力设备等领域优化布局，新增订
单同比增长近 30%。报告期内，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下游部分工程项目施工进度减缓等因素影响，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 75,074.97 万元，同比下降 5.82%；同时由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新增固定资产折旧费用同比
增加较多等因素影响，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94.41 万元，同比下降 79.86%。报告期内，
公司总体经营情况如下：
（1）优化市场布局，积极开拓新产品市场
①5G 智慧灯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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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智慧灯杆是智慧城市建设的“新型公共基础设施”
，是 5G 基站的天然载体。目前，我国智慧灯杆
建设处于起步阶段，但在新型智慧城市、5G 微基站的超密集组网等新需求和新技术的推动下，相关支持
鼓励政策不断出台，全国多个城市纷纷布局智慧灯杆，5G 智慧灯杆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峰期。公司
子公司郑州新能源多年来致力于智能风光互补路灯的市场推广、技术研发和制造，拥有深厚的技术沉淀、
积累了丰富的市场和客户资源，围绕“新基建”适时研发推广了 5G 智慧灯杆，并中标郑州“一环十横十
纵”道路提升改造工程 5G 智慧灯杆示范项目，为拓展 5G 智慧灯杆市场奠定了坚实基础。
②国家电网与南方电网
被称为“新基建”重头戏的特高压，在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中发挥巨大作用，国家电网和南方电
网相继发布了特高压建设规划。根据《国家电网 2020 年重点电网项目前期工作计划》，国家电网已明确全
年特高压建设项目投资规模 1,128 亿元，可带动社会投资 2,235 亿元，整体规模近 5,000 亿元。南方电网
也在加快推进特高压建设，总投资额超过 488 亿元。公司深耕输变电设备领域多年，已具备特高压（超高
压）相关产品的生产能力和检测能力，输变电产业链条已逐步从中低压、高压向超高压及特高压延伸，产
品广泛应用于特高压电网及其相关领域。2020 年初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累计在南方电网的中标金额达
3.55 亿元。此外，公司近期又有变压器、开关柜、充电桩等二十多个系列产品通过国家电网 2020 年设备
投标采购资格预审。
③风电及核电
近年来，公司结合国家产业政策，持续开拓风电、核电等新能源领域，并在全国风电市场在建项目中
取得了较好的业绩。2020 年上半年，公司新能源专用电气设备产品先后中标了新疆华电、国家电投、华润
风电及华能风电等多个风电项目，风电市场已成为公司稳定的业绩增长点。同时，公司抓住国家重启新一
轮核电项目的契机，积极推进核电电力装备市场开发，继中标山东海阳核电项目后，2020 年上半年公司顺
利中标国内首个快堆核电站项目--“霞浦示范快堆项目”，此次中标是公司在核电领域市场的又一重大突破，
对公司核电电力装备市场的拓展具有良好的推动作用和示范效应。
④轨道交通
近期，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正式发布《新时代交通强国铁路先行规划纲要》，明确了中国铁路
未来 30 年的发展蓝图。第一阶段，到 2035 年，全国铁路网运营里程达到 20 万公里左右，其中高铁 7 万
公里左右，铁路建设未来十五年有望延续每年约 8000 亿元的投资规模。另外，在城市轨道交通领域，据
《2019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市场发展报告》显示，2020 年有 25 座城市的 54 条轨道交通线路新增开通运营，
总投资额达 7,528.17 亿元。公司充分重视在轨道交通领域的研发创新和业务布局，与西安交通大学签约“高
压和超高压快速真空断路研究与开发”项目、共建先进直流装备技术实验室，加强在直流断路器、环保型
电力设备开发等方面的科技开发合作；围绕“新基建”发展契机，积极在轨道交通领域开拓市场，先后中
标太焦铁路项目、安六铁路项目、郑万铁路项目、郑州市轨道交通 4 号线、洛阳市轨道交通 1 号线和 2 号
线等重点项目。公司产品在轨道交通应用领域不断深入，为进一步打开全国轨道交通市场奠定了坚实基础。
⑤充电桩
充电桩作为国家“新基建”七大领域之一，其加速投资将拉动充电设备需求显著增加，给相关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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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提供了更大的市场空间。公司在充电桩领域布局多年，具有良好的技术积累，目前已获得国家专利 50
余项，开发出五大系列产品及智能化管理系统，其中研制的 80kW 和 160kW 两大类充电桩获得国家电网充
换电设备投标资格，是首批对接国网电动公司“e 充电”运营平台的企业。报告期内，公司中标多个充电
桩项目，其中在中国铁塔系统取得了新的突破，相继取得了中国铁塔周口、驻马店、信阳、濮阳、鹤壁、
平顶山等地市充电站项目。
（2）全面降本增效，优化改善助发展
公司从产品设计源头开始，根据不同客户的需求，优化设计内容，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做到成本最
低，产品更加贴合用户需要，提高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性价比；优化并采用了“集采分结分收”的采购
业务模式，即由公司物资供应部统一采购，各分、子公司分别结算、分别收货，公司通过全面改革采购模
式，有效降低了采购成本；继续强化精益生产，降低生产运作管理成本，通过定额管理科学、生产损耗合
理、产品工时标准化，并充分利用公司现有的集柔性加工和数字管理为一体的智能加工制造能力，优化生
产工艺，全面提高生产管理和生产效率；针对应收账款、资金周转速度和运营效率进行分析，依据分析结
果进行整体布局，资金管理和应收账款的回款力度得到加强。公司从设计、生产、采购等多角度开展降成
本工作，精益管理更加深入，公司整体运营效率进一步提高，效果显著。
（3）深化运营机制改革，构建高效的运营管理模式
2020 年以来，为了进一步挖掘市场潜力，充分释放装备产能，划小盈利单元，激发干部员工干事创业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助推公司从高速度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董事会根据目前森源电气的产品现状，
对公司的运营机制进行了改革，设立了森源变压器、森源开关两个子公司。报告期内，公司完善各子公司
管理架构，在各子公司的业务、生产、技术研发等方面建立切实可控的管理机制，制定销售任务及奖励机
制，构建高效的运营管理模式。
（4）智能化运营环卫服务业务，打造新的业绩增长引擎
2020 年以来，公司积极依托“互联网+”使环卫服务业务向科技化、智能化转变，管理团队建设、项
目运营安全管理和质量管理得到进一步加强，环卫服务盈利能力稳定提升。面对上半年的严峻形势，公司
在环卫服务业务领域抢抓市场机遇，充分发挥标杆案例和品牌影响力，由点及面不断拓展市场外延。报告
期内公司接连中标多个区域的环卫服务项目，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0%以上。公司将紧抓环卫产业发展机遇，
深入拓展固废处理、垃圾分类、垃圾发电等业务，发展成为国内知名的城市环境综合服务商，进一步提升
公司盈利能力，打造新的业绩增长引擎。
（5）加强产品研发与技术创新，夯实公司核心竞争力
2020 年上半年，公司依托拥有的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河南省核电开关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及体系
内各技术研发部门联合构建的统一技术研发创新平台，深度整合技术资源，进一步完善技术组织机构设置，
快速响应市场，持续强化产品研发创新。公司采取自主研发和“产、学、研”相结合的研发模式，使公司
的自主研发及持续创新能力为保持公司输变电设备行业领先地位及深入拓展新能源业务、智能制造领域奠
定了坚实基础，夯实了公司核心竞争力。公司与西安交通大学签约“高压和超高压快速真空断路研究与开
发”项目、共建先进直流装备技术实验室，加强在直流断路器、环保型电力设备开发等方面的科技开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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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拥有 1,027 项专利，报告期内公司新获得专利授权 85 项，其中发明专利
10 项，持续创新和技术研发实力突出。
（6）重视品牌建设，提升公司知名度和美誉度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积极参与“云”端展览会，开展网上业
务沟通，通过腾讯视频、抖音视频等多家新媒体平台建立“云参观”直播通道，向客户沟通产品研发理念、
深度介绍产品性能，保持与客户及行业间的交流，提高公司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报告期内，公司入选
中国核工业勘察设计协会会员单位及中国核工业勘察设计协会核工业电气专业委员会会员单位，并再次入
围中核集团合格供应商名单，公司开关柜、充电桩、互感器三大系列产品入选由电老虎网举办的 2020 年
度中国电力电气行业十大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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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执行新收入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 董事会批准
收入》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
则编报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本公司按照财政部的要求时间开始执行前述新收入准则。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只涉及资产负债表项目列报和调整，将原“预收款项”调整至“合同负债”列
报。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调整前）2020年01月01日（调整后）

调整数

合并资产负债表：
预收款项

24,072,464.99

-24,072,464.99

合同负债

24,072,464.99

24,072,464.99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预收款项

22,194,176.23

-22,194,176.23

合同负债

22,194,176.23

22,194,17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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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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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为更好的推进公司发展战略，促进产业与资本的良性融合，提高公司运营效率，激发员工积极性，推
动公司高质量发展，2020 年 1 月 2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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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议案》
，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20,000 万元人民币设立全资子森源变压器、出资 10,000 万元人民币设
立全资子公司森源开关。其中，森源变压器、森源开关均于 2020 年 1 月 13 日取得营业执照，因此，本报
告期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新增森源变压器、森源开关。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杨合岭_______
2020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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