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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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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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祁怀锦

独立董事

工作

蒋春晨

张晨颖

独立董事

工作

蒋春晨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
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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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钠股份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0533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鹏

张楚珊

办公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顺峰山工业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顺峰山工业
区
区

传真

0757-22321200

0757-22321200

电话

0757-22321218

0757-22321232

电子信箱

wu_p188@163.com

495334541@qq.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以国家政策和市场态势为导向，努力保持战略定力，以“夯实输配电设备产业”为战略重心，回归制造业，
做大做强实业；同时收缩大宗商品贸易及供应链管理业务规模，将发展战略向输配电设备业务倾斜，构建聚集品牌效应、凝
合技术优势、集成优质资产，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体的实业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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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孙公司顺特电气设备有限公司是由顺特电气有限公司与法国施耐德电气共同设立的中外合资企业。顺特设备专
业经营变压器、电抗器、开关、组合式变压器、预装式变电站及成套设备，以及上述产品的智能化的研究、开发、制造、检
验、销售和维修；同时经营自产机电产品、机电安装服务、成套设备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
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备品备件、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和售电业务（不含电网的建设、经营）。顺特设备自
成立之日起始终坚持“优质、高效、重才、创新”的发展理念，目前已成为享誉全球的输配电设备供应商，中国干式变压器行
业的翘楚。近年来，顺特设备致力于环保设计、能源节约、智能发展、成套服务，重视产品的优化设计、智能研发、降低损
耗、减少资源浪费。产品广泛应用于国内外多个城市的轨道交通、数据中心、水利发电站、风力发电站、火力发电站、光伏
能源发电站、核反应堆电站、岸电系统、船舶及海上平台、工矿企业、商业民用建筑配电站、国家电网及南方电网等电力和
配电系统。
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翰晟携创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大宗商品贸易和供应链管理服务相结合的企业，主营石油化工、
能源化工、农产品、金属等大宗商品贸易和围绕大宗商品贸易的供应链管理服务。因浙江翰晟董事长陈环涉嫌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案件被逮捕，自2018年10月19日起，浙江翰晟的办公场所、银行账户及相关物品被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分局查封，浙江翰
晟至今仍无法正常开展经营活动。由于该案件仍处在公安机关勘查取证阶段，尚未定性，浙江翰晟恢复经营的时间亦未能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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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9,559,439,074.37

8,266,947,606.46

15.63%

4,338,469,730.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67,754,653.00

38,189,966.72

-2,634.05%

226,657,894.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42,064,756.36

13,583,561.02

-6,299.15%

5,041,869.64

-39,002,248.14

-144,759,278.38

-73.06%

261,643,972.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40

0.06

-2,433.33%

0.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40

0.06

-2,433.33%

0.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8.04%

2.39%

-90.43%

15.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2,490,265,333.08

4,365,844,115.92

-42.96%

3,258,861,293.02

606,594,429.95

1,583,037,784.99

-61.68%

1,580,336,780.0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3,005,639,103.69

4,052,842,290.34

2,066,201,138.07

434,756,542.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318,030.16

6,204,655.40

-36,431,986.14

-945,845,352.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154,011.85

-605,850.01

-38,306,734.20

-811,306,184.00

-412,281,081.30

322,071,646.42

38,088,004.78

13,119,181.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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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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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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
55,448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0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48,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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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蕙富博衍
境内非国有
投资合伙企业
法人
（有限合伙）

17.37% 120,000,000

西藏信业达贸 境内非国有
易有限公司
法人

13.13% 90,715,959

张明园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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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冻结

120,000,000

冻结

19,123,505

7.89% 54,472,109

陕西省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
司－陕国投•聚
其他
宝盆 20 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2.77% 19,123,505

#东莞市雁田晟
境内非国有
盈实业投资有
法人
限公司

1.57% 10,861,269

中国银行股份
境内非国有
有限公司广东
法人
省分行

0.86%

5,913,600

温洪标

境内自然人

0.80%

5,542,120

田其兵

境内自然人

0.77%

5,325,600

瞿耀武

境内自然人

0.55%

3,820,000

赵荣辉

境内自然人

0.38%

2,607,700

5,913,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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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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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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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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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负重前行，国内经济稳中有变，公司所处行业面临的挑战增多，竞争进一步加剧。报告期内，公司
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和科学决策机制，在经营层面分别设立发展战略委员会执行小组和审计委员会执行小组，通过加强战略
研究，明确公司未来发展方向，对公司的业务模式进行了及时、有效的修正；同时通过审计委员会执行小组积极发挥内部审
计的作用，强化对控股子公司、孙公司的规范化运作管理；为建立健全公司决策机构，确保公司重大经营管理决策科学化、
民主化、合理化，公司于2018年8月成立了经营管理委员会，同时制定了经营委员会议事规则。公司经营管理层始终明确要
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运作须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规章制度及议事规则办事，严守“决策程序规范、信披工作合规”两条红线。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国家政策和市场态势的变化，经深入调查分析及审慎研究，对公司战略进行了适时调整，明确需努
力保持战略定力，以“夯实输配电设备产业”为战略重心，回归制造业，做大做强实业，同时收缩大宗商品贸易及供应链管理
业务规模，将发展战略向输配电设备业务倾斜。公司新的经营团队根据战略调整安排，严格贯彻落实“存量风险只减不加，
存量杠杆只降不增”的经营要求，积极做好资金管理和风险控制工作，同时持续加大对输配电设备产业的支持力度，深挖潜
能，优化资源配置，在进一步巩固优势领域市场份额的同时，积极开拓新市场。
报告期内，浙江翰晟发生被查封至今无法正常经营的突发事件，公司对此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应对，先后成立浙江翰晟
事件处理小组和现场工作小组全面负责跟进落实，并安排法律顾问及专业律师团队及时处理有关事项。鉴于浙江翰晟已无法
开展经营活动，浙江翰晟董事长陈环牵涉的草根投资案件是杭州P2P平台要案，难以预测浙江翰晟何时能恢复生产经营，且
浙江翰晟已经没有偿债能力，经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将对浙江翰晟进行清算。受公司对商誉及债权等
不良资产计提减值损失约9.79亿元的影响，公司本年度业绩处于亏损。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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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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变压器系列产品 1,308,527,067.42

11,070,091.10

25.28%

-4.92%

-84.62%

-4.03%

大宗贸易及供应
8,244,083,640.28
链服务系列产品

-639,925,352.01

-0.11%

19.71%

-1,111.58%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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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5.59亿元，同比增加15.63%；营业成本为92.34亿元，同比增加17.84%。归属母公司净利
润为-9.68亿元，同比减少2,634%。其中，扣除非经常性收益的影响，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8.42亿元，同比减少6,299%。受
浙江翰晟所涉事件的综合影响，本报告期增加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或有负债，系导致公司业绩大额亏损的主要原因。
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大幅减少主要是受以下因素的共同影响：1、本报告期资产减
值损失为95,602万元，同比增加94,874万元；2、本报告期营业外支出为19,918万元，同比增加19,561万元；3、本报告期财务
费用为6,764万元，同比增加3,803万元；4、本报告期投资收益为13,857万元，同比增加12,900万元；5、本报告期所得税费用
为6,163万元，同比增加3,38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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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6月15日，财政部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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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
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根据上述修订要求，本公司对相关会计政策内容进行了调整，并按照该文件规定的一般企
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编制本公司的财务报表。本次变更后，本公司执行的会
计政策按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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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相关规定执行。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
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是对财务报表部分相关科目进行列报调整，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相应进行调整，除项
目变动影响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本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前本
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影响。
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内容见公司于2019年4月30日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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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减少1户，原因是本公司之孙公司深圳翰晟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于2018
年12月已注销。

广东顺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黄志雄
二0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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