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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82                               证券简称：东方电子                   公告编号：2018013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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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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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瀚阳 董事 因公出差 丁振华 

于新伟 董事 因公出差 杨恒坤 

江秀臣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房立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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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电子 股票代码 00068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清刚 张琪 

办公地址 烟台市芝罘区机场路 2 号 烟台市芝罘区机场路 2 号 

传真 0535-5520069 0535-5520069 

电话 0535-5520066 0535-5520066 

电子信箱 zhengquan@dongfang-china.com zhengquan@dongfang-chin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作为中国能源管理系统解决方案的主要供应商之一，公司集科研开发、生产经营、技术服务、系统集成于一体，以自动化+

互联网+节能环保为能源行业的安全、优质、环保提供全系列产品及全面解决方案，是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和山

东省重点企业，是EMCA（中国节能协会节能服务产业委员会）主要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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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电力调度自动化系统、保护及变电站自动化系统、配电自动化系统、智能视讯系统、信息管理系统、电

能计量计费管理系统、综合能效管理系统、变频节能系统、分布式电源/储能及微网保护控制系统、节能型变压器、新能源

监控与保护、电气化铁道牵引供电自动化系统、汽车用电线电缆等。解决方案包括企业能源综合解决方案、智慧能源解决方

案、充电车联网运营监控解决方案、广域新能源运营监控解决方案等。 
 

 公司拥有独立的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体系，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生产和研发工作。目前，公司以订单方式组织生产，产

品主要通过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及用户单位自主招投标或委托专业招标公司组织招投标的方式进行销售。 

 公司所处行业涉及智能电网、能源管理、信息安全、智慧城市等相关业务领域，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高端能源和电

力技术装备，为清洁能源生产、传输、配送以及高效使用提供全面的技术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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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2,353,725.30 2,708,461,875.63 12.33% 2,371,746,906.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1,101,008.97 63,517,662.53 169.38% 59,725,827.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9,419,974.86 53,616,100.24 160.03% 44,593,320.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5,965,689.76 191,965,988.86 38.55% -60,178,218.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69 0.0649 110.94% 0.06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69 0.0649 110.94% 0.06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43% 3.77% 增 2.66 个百分点 3.88%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 5,154,613,453.32 4,790,871,086.96 7.59% 3,406,856,029.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022,453,437.94 1,742,668,384.60 73.44% 1,570,835,59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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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139,030.82 748,424,335.54 628,846,333.53 1,199,944,025.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605,245.04 37,913,148.02 45,414,750.22 80,167,865.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52,681.70 35,261,071.03 37,748,692.81 65,857,529.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575,117.67 -69,574,750.68 -87,221,488.29 467,337,04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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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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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14,60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14,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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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7.58% 369,774,238 176,712,812   

宁夏黄三角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86% 185,851,000 185,851,000   

#刘泽禄 境内自然人 1.44% 19,270,000    

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7% 7,686,155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华润信

托·天诚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3% 4,450,865    

山东传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3% 4,374,601    

梁雯雯 境外自然人 0.27% 3,637,377    

上海国之杰智慧能源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2% 2,900,000    

王红晓 境内自然人 0.18% 2,442,700    

郑忠香 境内自然人 0.17% 2,301,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东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宁夏黄三角投资中心是

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刘泽禄普通股账户持股 13,270,000 股，信用账户持股 6,000,000

股，合计持股 19,2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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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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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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公司坚持“珍爱环境，节约资源”的企业愿景，以“创新、激情、协作、诚信”的企业精神，为客户创造价值，为员工增

加福祉，为股东带来收益，聚焦能源互联网，实现由服务于电力供应商向未来综合能源服务商的转变。产品研发、市场拓展、

综合管理等精进各模块都持续发展。 

 

1、 研发方面。母差保护研发实现突破，四种型号母线保护装置通过国网检测，对公司变电站业务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公

司牵头实施的国家重点专项广州工业园区多元用户互动配用电项目通过中期验收；重点研发的新一代配网主站、运行数据中

心等项目按期结项；一二次融合三大系列产品都取得资质，与公司电子互感器技术结合，形成互补优势，在一次设备智能化

上打开了业务拓展空间；公司与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调控中心联合参评的“主配用智能协同调度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项目分别获得2018年度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2018年度中国南方电网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及2018

年度电力创新奖二等奖；公司及子公司参与标准制定和发布的国家标准6项、行业标准15项，加强了公司在行业内的影响力；

海颐公司完成自主知识产权的微服务v1.0平台的开发，进行大数据探索分析平台与UEP云平台的架构与完善，技术和平台支

撑力显著增强。 

 

2、 市场拓展方面。中标了国内最大的合资炼化项目-中石化中科湛江2000万吨炼化一体项目；一二次融合产品中标额实现

大幅度增长；威思顿公司在国家电网2018年统一招标中位列中标额第一，配电一二次融合成套设备检定装置、10千伏电子式

传感器等投入市场，数字式一二次融合方案布点8省14地市；海颐公司中标澳门电力CCS、广东电网电力市场化交易结算等

重大项目，取得了烟台开发区社会治安动态音视频监控系统亿元订单，综合能源、金融科技、人工智能等行业线持续深入。

纵横公司持续加大金融、教育、医疗、安监等行业拓展，实现大连、日照等地域突破，完成了安全生产政府监管平台等系统

研发，实施了大连银行信息化项目。京海公司加大网络安全监测装置E4180等自有产品的研发及市场推广，形成了通信、数

据及安防、新产品三足支撑，合同额创历史新高。广州电科公司充电桩项目实现订单8000多万元，服务了港珠澳大桥，取得

了广州地调新功能创新项目、贵州配网主站项目等大合同。 

 

3、 公司综合管理方面。公司各环节深化对精进模式的理解和剪裁应用，推动营销、研发、供应链、制造、质量、财务、人

力资源等业务模块从战略、体系、架构到平台、制度、流程的提档升级，加强省级营销平台、合同评审、封闭开发、自动化

研发、自动化测试、供应商评估、敏捷交付、质量追溯与改进、全流程降成本、学习与成长等重点工作，提高了各个层面精

确识别客户需求、可盈利满足客户需求的能力；实现信息化平台建设ERP系统的成功上线，打造了流程、研发、营销一体化

的管理自动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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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力自动化系统 1,247,819,710.42 865,530,030.60 30.64% 18.87% 15.50% 增 2.03 个百分点 

信息管理 354,329,629.08 194,291,837.33 45.17% 7.29% 0.53% 增 3.69 个百分点 

电费计量系统 988,222,238.13 646,885,939.88 34.54% 1.71% 1.43% 增 0.18 个百分点 

电子设备与系统集成 204,718,052.30 168,650,328.59 17.62% 76.84% 85.90% 减 4.02 个百分点 

租赁 55,402,762.75 25,970,370.02 53.12% 4.67% -0.29% 增 2.33 个百分点 

其他 156,946,213.65 129,202,577.89 17.68% -2.09% -2.30% 增 0.18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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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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后，对子公司烟台东方威思顿电气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由 16.74%变为 100%，合并报表比例

的变动引起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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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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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解读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

制2018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项目  合并金额   母公司金额  项目 合并金额 母公司金额 

应收票据     119,702,280.43      6,624,851.87  应收票据及应

收账款 

  1,286,862,882.86      546,439,300.81  

应收账款   1,167,160,602.43    539,814,448.94  

应收利息       9,612,232.17             其他应收款     136,709,452.41      103,019,857.30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127,097,220.24    103,019,857.30  

固定资产     592,364,462.41    235,801,420.76  固定资产     592,364,462.41      235,801,420.76  

固定资产清理   

在建工程 4,865,256.48  在建工程       4,865,256.48   

工程物资   

应付票据      17,457,438.50             应付票据及应

付账款 

    647,675,914.81      217,884,006.59  

应付账款     630,218,476.31    217,884,006.59  

应付利息   其他应付款     132,902,177.38       46,518,028.16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32,902,177.38     46,518,028.16  

管理费用     369,856,734.48    138,834,292.90  管理费用     204,268,244.74       82,279,864.29  

研发费用     165,588,489.74       56,554,42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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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8 年 1 月，孙公司广州海颐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转让了其子公司济南海颐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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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2、20182 年 7 月，子公司烟台海颐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转让了其持有的广州海颐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全部股权，报告

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3、2018 年 4 月 27 日，公司子公司烟台东方威思顿电气有限公司新设立全资子公司烟台东方威思顿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6000 万元，报告期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4、2018 年 7 月 2 日，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宁夏黄三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作设立烟台量智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烟台量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认缴出资总额为 7,100 万元，公司认缴出资 7,000 万元，认缴比例 98.6%，宁夏黄

三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100 万元，认缴比例 1.4%，报告期内纳入合并范围。 

5、2018 年 11 月 30 日，孙公司烟台东方富阁新能源有限公司取得注销登记，报告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董事长：                   

                       丁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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