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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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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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科院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300215

董事会秘书

姓名

胡醇代

办公地址

苏州市吴中区越溪前珠路 5 号

电话

0512-68252194

电子信箱

zqb@eeti.cn

证券事务代表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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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312,888,539.79

367,310,817.15

-14.82%

31,124,996.93

67,833,936.08

-54.12%

3,643,067.04

62,414,552.52

-9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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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3,745,260.17

257,690,444.80

-24.8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9

-55.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9

-55.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6%

3.31%

-1.8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元）

4,181,105,516.05

3,651,870,338.26

14.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37,151,373.21

2,109,355,371.08

-12.9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4,54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中国检验认证集 国有法人
团测试技术有限
公司
胡德霖

境内自然人

胡醇

境内自然人

王萍

境内自然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 基金、理财产品
份有限公司－中 等
欧永裕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谢爱月

境内自然人

广发银行股份有 基金、理财产品
限公司－中欧盛 等
世成长分级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蔡家林
蒋凤珍
邵伟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持股比例

25.09%

持股数量

190,250,000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186,105,633

139,579,225

10.30%

78,100,000

58,575,000

0.69%

0.54%

0.35%

0.21%
0.15%
0.15%

16,527,000

5,257,900

4,103,400

2,622,880

1,554,954
1,147,900
1,121,700

股份状态

数量

0

24.54%

2.18%

质押或冻结情况

0

0

0

0

0
0
0

上述股东中，胡德霖、胡醇系父子关系，是一致行动人。除上述情况外，未知公司其他
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理》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公司股东谢爱月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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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4,103,4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4,103,400 股；公司股东蒋凤珍通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717400 股，通过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保证券账户持有 430,5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147,900 股；公司股东邵伟除通过普通证
券账户持有 1,121,600 股外，还通过平安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121,7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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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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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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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苏州电器科
学研究院股
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
19 电科 01
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
期）

债券代码

112903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2019 年 05 月 14 日 2022 年 05 月 14 日

30,000

利率

5.0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资产负债率

上年末
96.54%

项目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111.69%

上年同期
5.17

-15.15%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6.41

-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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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1,288.85 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4.82%；营业利润3,960.14万
元，较去年同期下降50.74%；利润总额3,704.96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53.7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3112.50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了54.12%。
（一）公司2020年上半年度业绩较去年同期下降幅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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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业绩较去年同期下降幅度较大，主要因为一季度受疫情的影响，2020年1-6月公司营业收入
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较去年同期减少5,442.23万元，下降了14.82%；其中，母公司营业收入较去年
同期下降5,453.39万元，下降了15.79%。
成本支出方面，由于公司规模扩大，2019年11月公司1200KV150KA项目转固，导致折旧有所增加，
本报告期折旧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了 1,771.09 万元，增长了13.05 %；由于在建项目的转固，可资
本化的利息支出减少，导致财务费用比去年同期增加1,154.33万元,增长了43.78%,公司营业成本较去
年同期增长了5.59%，公司营业总成本较去年同期增长了4.93%。

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312,888,539.79

367,310,817.15

营业成本

195,973,843.50

185,590,932.38

税金及附加

2,095,299.86

5,427,128.06

-61.39% 本报告期收到税务局返还的附加费
238.74万元

销售费用

2,533,932.39

2,820,483.99

-10.16% 受疫情影响，市场营销人员薪酬及销
售业务费用有所减少

管理费用

35,899,751.09

39,458,091.42

-9.02% 政策在疫情期间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
用导致

财务费用

37,911,448.76

26,368,105.51

43.78% 去年公司陆续有三个在建项目转固，
可资本化的财务费用减少，导致费用化
的财务费用增加

其他收益

23,849,654.28

6,718,329.69

254.99% 本报告期收到政府拔付的先进研究院
奖励，去年则是在下半年收到的

-790,424.31

-509,892.52

55.02% 本报告期一年以内的应收账款较去年
同期有增加

营业外收入

0.00

2,500.15

-100.00% 上年同期获得赔款，而本报告期没有

营业外支出

2,551,813.27

246,635.92

所得税费用

5,741,303.02

12,234,749.20

-53.07% 本报告期利润总额较去年同期下降
53.77%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93,745,260.17

257,690,444.80

-24.81% 公司经营收入收到的现金较去年同期
减少25.39%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96,784,572.57

-136,774,967.10

43.87% 公司本报告期较去年同期新增多个在
建项目，相应投入较多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94,163,440.44

-71,799,079.38

788.26% 公司本报告期因经营需要，金融借款
增加

信用减值损失

-14.82% 受疫情影响，特别是一季度的收入较
同期有较大下滑
5.59% 去年11月公司1200KV150KA项目转
固，导致折旧有所增加

934.65% 本报告期发生社会公益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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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491,124,128.04

899.92% 公司本报告期因经营需要，筹资活动
现金流入增多

49,116,398.32

资产构成重大变动情况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末

占总资产比
例

金额

金额

占总资产比 比重增减
例

重大变动说明

货币资金

959,505,669.7
3

22.95% 608,662,000.65

16.32%

6.63%

主要系本报告期与金融机构借款增
多导致

应收账款

95,868,981.13

2.29% 48,744,233.00

1.31%

0.98%

主要系公司信用政策放宽，尚未结付
的款项增多

0.05%

0.04%

0.01%

主要系与试验相关采购的原材料增
多

存货

2,066,845.79

1,484,578.94

投资性房地产

0.00%

长期股权投资

0.00%

固定资产

2,317,621,519.
60

55.43%

1,992,957,161.
71

53.43%

2.00%

主要系去年年底公司有在建项目转
固导致

在建工程

622,841,829.4
9

14.90% 884,632,532.89

23.72%

-8.82%

主要系去年年底公司有在建项目转
固导致

短期借款

509,317,499.7
1

12.18% 210,000,000.00

5.63%

6.55%

主要系本报告期与金融机构借款增
多导致

长期借款

871,506,200.0
0

20.84% 454,232,000.00

12.18%

8.66%

主要系本报告期与金融机构借款增
多导致

应交税费

13,869,093.73

0.33%

8,738,747.88

0.23%

应付债券

298,616,352.1
8

7.14% 576,769,135.22

15.46%

-8.32%

预付款项

2,825,561.97

8,038,864.30

0.22%

-0.15%

0.00

0.00% 16,000,000.00

0.43%

-0.43%

2,594,339.63

0.06% 22,958,398.80

0.62%

-0.56%

25,000,000.00

0.60% 15,000,000.00

0.40%

0.20%

0.00

0.00% 27,068,695.00

0.73%

-0.73%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长期应收款
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

0.07%

0.10% 主要系本年度适用新收入准则导致
主要系公司 2018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
据将在一年内进行偿还

(二) 2020年上半年度，在各政府主管部门、董事会的领导，以及公司管理层和员工的共同努力
下，公司围绕整体发展战略，根据年度经营目标，推进各项工作。
2020.6.28 至 30 日，公司顺利通过华信技术检验公司组织的 GB/T19001-2016/ISO 9001:2015、
GB/T24001-2016/ISO 14001:2015、ISO45001：2018 三合一现场监督审核，公司能够持续符合质量管
理体系要求，满足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要求。
（三）报告期内，公司与各方的业务及技术交流合作不断扩展。
1、由于公司资质的不断扩展，检测能力的不断提高，公司与各方的合作及交流也在不断扩展。

5

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报告期内，公司分别与方圆标志认证集团、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
华东分所、国家铁路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中铁检验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德凯质量认证（上海）等
机构签订了委托检验、分包、合作协议等。

2、推进各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进程
报告期内，公司全面开展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的直流试验系统技术改造项目的建设。由
于直流试验系统技术改造项目是公司在12kV直流试验系统项目的基础上组建的高压直流试验系统，可
使公司直流试验能力从中压提升至高压；而公司12kV直流试验系统项目陆续于2017年9月才全部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在原先调整的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即2019年3月31日，该技术改造项目尚不能完
成建设。公司结合当前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和投资进度，在项目实施主体、项目投资
总额和建设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将该技术改造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由2019年3月31日调整
为2020年12月31日。
同时，公司继续推进原各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其中，1200kV 150kA特高压试验系统项目因
最后一台6500MVA冲击发电机尚在安装调试，该项目还在建设完善中，预计将在2019年度内完工。电
器环境气候实验室在2018年11月大部分设备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后，已正常投入使用。
3、加快已投产项目的市场开发
报告期内，公司关注募集资金及超募资金投资的高压及核电电器抗震性能试验系统项目、1000MVA
变压器突发短路及温升试验系统项目，2017年内陆续完工的非募集资金投资的12kV直流试验系统项目、
电磁兼容项目、新能源试验项目以及2018年底大部分设备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电器环境气候实验室
的市场开发。12kV直流试验系统项目、电磁兼容项目、新能源试验系统项目、电器环境气候实验室在
报告期内开展检测服务，共计贡献收入5,001.04万元。
4、保护公司知识产权
公司继续将专利和发明申报工作作为日常工作来抓，以保护公司的自主知识产权和维护公司的持
续创新机制。2019年上半年，电科院母公司新增“一种智能配电箱”、“一种可移动式简易交直流充
电桩充电插座接口试验工装”等4项已获得专利权的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截至报告期末，新增“一
种用于高压振荡回路的低电压模拟装置”、“一种测量金属性TiNx薄膜吸收系数的方法”、“220KV
电压等级变压器局部放电试验用新型均压环”、“一种新型合成回路电抗器投切刀闸装置”、“绕线
式无感电阻器检测装置及检测方法”等11项已受理的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
5、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管理水平
公司自设立以来，一直高度重视服务质量的提升，持续加强质量管理，通过技术创新、质量管理
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按照 GB/T19580《卓越绩效评价准则》和 GB/Z19579《卓越绩效评价准则实
施指南》，实施卓越绩效模式管理。报告期内，公司获得 2018 年度苏州市质量管理优秀奖。公司将
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质量原则，提高质量管理水平，争取为股东和客户创造更大的价值，不断提升公
司在国内外市场的知名度和认可度，为公司持续、健康、平稳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根据上市公司在证券交易所的信披质量等级、投资者权益保护水平、投资者互动问答频密度、投
资者关系活动活跃度等指标，报告期内，公司获得全景网颁发的“2018 年度 A 股上市公司 IR（“上
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的简称）互动活跃度榜单上榜企业”奖牌。良好的投资者关系可以有效消除信息
不对称，帮助投资者认识企业的真实投资价值，为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提供保障。此次获选，是业界
对公司规范化治理水平和对重视投资者关系的高度重视的肯定。今后公司将继续秉承“沟通创造价值”
理念，通过路演、投资者交流会、接待调研参观、投资关系互动平台、业绩说明会等多种模式，积极
推动与投资者的沟通交流工作，不断提高 IR 工作的不断进步和发展。
（四）公司成功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进一步拓宽公司融资渠道。
2018年7月，为了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拓宽公司融资渠道、改善公司融资和债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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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还金融机构借款以及补充公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公司拟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该事项已经2018年7
月27日召开的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公司债券发行规模拟不超过人民币7亿
元，拟仅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在经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预审无异议及获得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可以一次发行或分期发行；期限不超过5年，可以为单一期限，也可为
多种期限的混和品种；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有息债务、补充流动资金及法律法规允许
的其他用途；由主承销商组织的承销团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具体发行方式、具体期限构成和各期
限品种的规模、募集资金具体用途股东大会均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市场情况和公司资金
需求确定。
公司于 2019 年 1 月收到中国证监会批复，核准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7 亿
元的公司债券。本次公司债券采用分期发行方式，首期发行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 12 个月内
完成；其余各期债券发行，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 24 个月内完成。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24
个月内有效。公司取得的批复的签署日期为 2018 年 12 月 28 日。
公司本期债券发行工作已于 2019 年 5 月 14 日结束，实际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3 亿元，期限 3 年，
发行价格为每张 100 元，采取网下面向合格机构投资者询簿记建档的方式发行，最终票面利率为 5.00%。
债券全称：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债券简称：19 电科 01；债券代码：112903。本期债券主承销商以及受托管理人均为华英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本期公司债券由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对债券存续期内应支付的债券本金及
利息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担保。截至 2019 年 5 月 16 日，募集货币资金人民币 30,000 万元，
扣除承销费及受托管理费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已汇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本期债券于 2019 年 5 月 27 日
起在深交所集中竞价系统和综合协议交易平台双边挂牌交易。
公司将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的运用优化了公司公司债
务结构，进一步拓宽了公司融资渠道，有利于促进公司继续稳步健康发展。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在招商银行苏州吴中支行开立专项募集专户、专项用于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为 285.11 万元。募集资金使用与募集说明书承诺的
用途、使用计划及其他约定一致。
公司已于 2020 年 5 月 14 日完成偿付上一年度公司债券利息工作。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28 日出具的《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0 年跟踪评级报告》（苏州电器
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0 年跟踪评级报告）（联合【2020】1026 号）评定，报告期内
公司主体信用级别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公司发行的“19 电科 01”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公司拟将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运
用优化了公司债务结构，进一步拓宽了公司融资渠道，有利于促进公司继续稳步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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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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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应当说明变化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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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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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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