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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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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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顺峰山工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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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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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发展战略及资源进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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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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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德电气东南亚（总部）有限公司共同设立的中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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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发展及成套服务，重视产品的优化设计、智能研
发、降低损耗和减少资源浪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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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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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站、抽水蓄能发电站、光伏能源发电站、核电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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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依托控股子公司浙江翰晟携创实业有限公司开展大宗商品贸易及供应链管理业务。因浙江翰晟法定代表人陈环涉嫌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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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今浙江翰晟及其子公司被查扣的车辆、电脑、文件、财务资料、部分银行账户等尚未解封或发还。报告期内浙江翰晟一直
无法正常开展经营活动。由于该案件仍未完结，浙江翰晟何时恢复正常经营或能否恢复正常经营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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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19 年
营业收入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1,373,705,459.33

9,559,439,074.37

2,924,433.64

-967,754,653.00

38,189,966.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759,618.40

-842,064,756.36

13,583,561.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0,583,970.86

-39,002,248.1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4

-1.40

0.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4

-1.40

0.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8%

-88.04%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2,369,300,690.18

2,490,265,333.08

-4.86%

4,365,844,115.92

611,959,385.93

606,594,429.95

0.88%

1,583,037,784.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5.63%

2017 年

460.45%

8,266,947,606.46

-144,759,278.38

88.52%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39%
2017 年末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271,976,061.08

313,443,160.92

379,257,545.86

409,028,691.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06,507.92

-10,913,245.92

16,707,980.25

1,636,207.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440,718.95

-11,559,895.21

-609,254.95

-14,149,749.29

-16,263,257.90

15,882,710.94

102,985,886.11

37,978,63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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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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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
47,244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46,950 恢复的优先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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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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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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蕙富博衍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境内非国有法人
合伙）

17.37%

120,000,000

邵伟华

境内自然人

13.45%

92,902,059

张明园

境内自然人

7.89%

54,472,109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聚宝盆 20 号证券投资集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资金信托计划

2.77%

19,123,505

#东莞市雁田晟盈实业投资有限公
境内非国有法人
司

1.57%

10,861,269

瞿耀武

1.01%

7,01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
境内非国有法人
行

0.86%

5,913,600

梁盛谊

0.59%

4,094,800

#北京元和盛德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0%

2,797,300

薛刚

0.39%

2,682,800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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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13,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东莞市雁田晟盈实业投资有限公司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861,269 股；北京元和盛德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通过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79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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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壁垒不断提升，国内物价水平上涨较快、投资需求不振、制造业经济效益下滑，企
业面临着生产成本上升、融资门槛提高和市场需求下降等多方面的挑战，公司所处的行业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调整战略、从新出发”的经营方针，将公司的经营重心转到支持实业发展上；在完成公司名称及证
券简称变更后，公司及时推进品牌重塑，树立公司新的形象；统筹规划，积极化解不利影响，做好资金管理和融资工作；在
公司系统内全面加强内控管理，通过降本增效及完善考核奖惩激励机制等管理措施，激发各战线业务骨干的能动性，促进建
立保持公司持续发展的激励机制；持续加大对输配电设备产业的支持力度，深挖潜能，优化业务结构及资源配置，提升营运
效率，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步伐；依法依规积极应对浙江翰晟事件引起的法律问题。作为浙江翰晟持股60%的股东，公
司一方面努力维护浙江翰晟的权益，协助浙江翰晟及其子公司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搭建新的管理团队，积极处理浙江翰晟的
诉讼案件及历史遗留问题；同时，作为债权人，公司亦依法依规进行相关债务的追讨，切实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权益。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74亿元，同比下降85.63%；实现营业利润-2,989.09万元，同比增加95,060.74万元；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92.44万元，同比增加97,067.91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收益的影响，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为-3,075.96万元，同比增加81,130.5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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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压器系列产品 1,284,886,761.17

营业利润
61,953,51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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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4%

5.27%

459.65%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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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137,370.55万元，同比减少818,573.36万元，减少比例为85.63%，主要是大宗商品贸易业务减少
825,304.30万元，输配电业务产品营业收入基本持平；营业成本97,754.92万元，同比减少825,599.66万元，减少比例为89.41%，
主要是大宗商品贸易业务营业收入下降成本相应减少；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292.44万元，本报告期实现盈利扭转去年的亏损局势，除上述营业收入及营业成
本的影响外还受以下变动较大的项目共同影响：财务费用同比减少3,089.49万元、投资收益同比减少13,838.38万元、资产及
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减少94,557.47万元、营业外收入同比增加2,094.4万元、所得税费用同比减少4,761.09万元；
报告期其他利润指标：营业利润为-2,989.09万元、利润总额为376.95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损益的净
利润为-3,075.9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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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变更
报告期内，根据国家财政部发布的相关修订后的会计准则，公司进行了三次会计政策变更，具体如下：
① 公司于2019年4月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
议案》
，具体内容参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4）。
② 公司于2019年8月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参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1）。
③ 公司于2019年12月1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
的议案》，具体内容参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1）。
2、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内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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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广东顺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黄志雄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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