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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430396        证券简称：亿汇达        主办券商：财达证券 

 

哈尔滨亿汇达电气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

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或 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不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年度报告内容存在异议或无法

保证其真实、准确、完整。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本年度财务报告

进行了审计，并且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秘（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芦洋 

电话:0451-84376529 

电子信箱:1057035445@qq.com  

办公地址:哈尔滨高开区迎宾路集中区鄱阳东路 5号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2016年 2015年 增减比例 

总资产 214,792,061.81 190,723,136.10 12.6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7,052,366.05 134,467,365.50 9.36% 

营业收入 67,508,713.07 91,622,412.88 -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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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708,702.58 13,596,074.36 -43.3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6,908,202.25 11,230,075.01 -38.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032,737.86 3,478,304.96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挂牌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5.40% 11.86%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挂牌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计算） 

4.84% 9.80%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20 -58.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20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1.56 1.88 -17.02% 

 

2.2 股本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的

股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25,070,400 35.01% 
28,037,09

4 
29.83%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2,528,760 17.50% 
16,333,38

8 
17.38% 

董事、监事、高管 1,526,540 2.13% 
18,862,39

6 
20.07% 

      核心员工 - - - - 

有限售

条件的

股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46,535,600 64.99% 
65,967,20

6 
70.17%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7,402,980 52.23% 
48,623,87

4 
51.73% 

      董事、监事、高管 5,980,620 8.35% 
56,207,89

8 
59.79% 

      核心员工 - - - - 

总股本 71,606,000 - 
94,004,30

0 
- 

股东总数 151 

2.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 

姓名 

股东 

性质 

期初 

持股数 

期内 

增减 

期末 

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限售股份数 

无限售股份

数 

质押或

冻结的

股份数 

1 韩言广 
境内自

然人 
49,931,740 15,025,522 64,957,262 69.10% 48,623,874 16,333,388 - 

2 韩晓轩 
境内自

然人 
7,729,640 2,383,392 10,113,032 10.76% 7,584,024 2,529,008 - 

3 谷凤仙 
境内自

然人 
7,507,160 2,252,148 9,759,308 10.38% 9,759,308 - - 

4 倪玲 境内自 798,000 389,500 1,187,500 1.26% - 1,187,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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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人 

5 

财达证

券股份

有限公

司做市

专用证

券账户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703,400 241,160 944,560 1.00% - 944,560 - 

6 

万联证

券有限

责任公

司做市

专用证

券账户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689,000 223,500 912,500 0.97% - 912,500 - 

7 

方正证

券股份

有限公

司做市

专用证

券账户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500,000 153,760 653,760 0.70% - 653,760 - 

8 

北京中

融鼎新

投资管

理有限

公司-

中融鼎 

新-汇

福1号

新三板

基金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500,000 150,000 650,000 0.69% - 650,000 - 

9 

国信证

券股份

有限公

司做市

专用证

券账户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97,700 142,800 640,500 0.68% - 640,500 - 

10 

北京博

星证券

投资顾

问有限

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50,000 154,500 604,500 0.64% - 604,500 - 

合计 69,306,640 21,116,282 90,422,922 96.18% 65,967,206 24,455,716 -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报告期内经营情况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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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营业收入本期比上年同期下降，主要原因是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省内配网增容、工矿企业、市政工程项目区域增量较小，并且我公司于

2016年收购哈尔滨永业电力工程安装有限公司时有两项工程安装合同产

值为 1500万元，工程在 2016年基本完工，因决算未完成，未能计入 2016

年收入，同时我公司正积极拓展外省市场，报告期为开发过渡期； 

2、营业成本本期比上年同期下降，主要原因是随收入降低成本同时减

少； 

3、营业利润本期比上年同期下降，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主要原因

是：一是营业收入减少；二是为扩展销售区域，销售费用较上年有所增加；

三是收购子公司，相关费用支出增加。 

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比上期增加，主要原因是收购哈

尔滨永业电力工程安装有限公司合并日现金增加； 

5、在建工程本期减少，主要原因是本期在建工程转入了固定资产。 

6、短期借款本期增加，主要是本期新增流动资金短期借款。 

3.2竞争优势分析 

1、 一体化定制服务优势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电力用户需求的变化，一体化解决

方案更加受到用户的青睐。公司采用直销的销售模式，同时在定制化生产

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长期面向不同行业的终端用户，使公司深入的了解

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公司通过与各子公司、分公司的业务协同，可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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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查设计、技术研发、定制生产、工程安装、运行维护和自动化升级的内

一体化服务。 

2、 自主创新优势  

公司设立以来始终专注于配电设备，密切关注国内外配电行业的技术

动态，不断增强自主研发能力。其中砼结构环保型预装式变电站箱体引自

德国，采用高强轻质三度制造技术，适用于高寒、高温、高盐度等恶劣环

境。智能预装式箱式变电站被列为国家火炬计划，公司连续入选创新性培

育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目前，公司自主研发了智能箱式变电站、

智能测控终端、环保型固体绝缘环网开关柜、智能电能表等系列产品。 

3、 产品质量与性能优势  

公司建立内部质量检验体系，在原材料、生产过程、出厂三个环节层

层把关，同时各生产工序进行自查、各工序之间相互检验、质检部进行专

业检验。公司通过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高压配电设备全部通

过国家认证的电器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型式试验，低压设备也全部通过中国

质量认证中心 3C认证。公司的主要产品环保型混凝土箱体结构性能优于

同类型产品。公司产品先后在世界大冬会、冰雪节等大型活动中投入使用，

产品性能优异，质量稳定，为公司赢得了极高的声誉。 

4、 品牌服务优势  

公司定期对相关人员进行专业的检测、结构、试验、运维等技术培训，

保证售后服务体系能持续满足用户在工程方案咨询、技术协议、产品安装

验收、维护和升级等方面的需求，受到广泛认同和好评。并且公司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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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能耗的节能技术服务，面向大型企业，根据客户需求，定制最佳解决

方案，可以提供从产品、工程到技术服务的综合性解决方案。公司专注于

客户的需求，形成了以节能技术服务为基础，以电气控制成套设备为延伸，

以电气创新产品为未来发展重点的产品和服务结构，从单一的产品制造商

发展为节能服务、安全生产和新能源供应商。公司一直将售后服务作为品

牌战略的重要组成，以客户利益为核心不断提高售后服务项目和质量。作

为黑龙江省重要的配电设备制造商，逐步建立起了“技术研发能力强，产

品精致，关注细节，服务到位”的“亿汇达”品牌形象。 

5、 成本控制优势  

公司拥有完整的工艺链和丰富制造经验，技术改进精益求精，可以有效

地控制成本，进一步提高产品附加值。公司从产品设计、模具工装设计、

原辅材料采购、生产管理、质量管理等方面入手，严格控制成本，最终形

成高性价比产品，有力地保证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6、市场优势  

公司拥有业务所需各项资质、成熟的质量管理体系和丰富的行业经验，

并获得了良好的市场口碑，与客户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公司利用自身

优势辛勤耕耘区域市场，并积极开拓全国市场，先后在苏州、长沙、成都、

吉林等地建立营销分支机构，并且依托母公司哈尔滨形成了一个贯通南北

的市场布局图。 

 7、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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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连续多年的高新技术企业。第一，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享受税

收减免优惠政策；第二，高新技术企业是企业研发实力的象征，其认定难

度大，致使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含金量高，充分体现企业的实力，并且在全

国都能得到认可，有利于企业的外部市场的开拓；第三，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成功后，提升公司招投标资质水平，有利于公司招投标和外部市场的拓

展。 

3.3 经营计划或目标 

1、2017年经营计划  

（1）加大研发投入，增强智能箱式变电站、智能测控终端、配网子站系

统的数据采集、数据分析能力；  

（2）进一步增强哈尔滨兴顺电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哈尔滨博远电力设

计有限公司、恒锐诚远(苏州)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哈尔滨永业电力工

程安装有限公司四家控股子公司盈利能力；  

（3）把握电力运维市场开放机会，扩大公司终端用户服务、配网自动化

改造领先优势，大力发展电力运维服务业务；  

（4）继续完善营销体系，扩大销售队伍，在巩固黑龙江市场基础上，大

力拓展省外市场，完成以“黑龙江-江苏”两个生产基地为圆心，“哈尔

滨-成都-长沙”三个营销机构为半径的市场布局；  

（5）加强对智能电表的研发，增加电表品类与规格，提高产品质量、生

产能力，通过电能表系列产品增加与终端用户接触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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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售电资质取得后，完成售电公司软硬件建设，完成组织架构设计和

专业团队组建，建立信息通讯系统、电力收费系统、电价管理、服务营销

系统，实现正常运营； 

（7）并购策略实施，继续开展积极的并购策略，并购公司上下游的优质

资产，整合行业内资源。 

2、经营计划说明及风险提示  

该经营计划并不构成对投资者的业绩承诺，请投资者对此保持足够的

风险意识，并应当理解经营计划与业绩承诺之间的差异。   

3、公司经营计划涉及的投资资金的来源、成本及使用情况   

公司经营计划涉及的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为经营性业务收入，并根据投资进

度，适时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权益性融资、发行中小企业

私募债、银行授信等方式进行资金筹措。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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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4.2 本年度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

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

作出具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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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未来发展战略，收购哈尔滨永业电力工程安装有限公司 51%

的股权。交易完成后，哈尔滨永业电力工程安装有限公司将成为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具体内容详见 2016年 12月 1日公司在全国股

份转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 

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76。） 

4.4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应当

对涉及事项作出说明。 

不适用 

 

哈尔滨亿汇达电气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4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