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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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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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变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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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112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卢旭日（代）

杨群

办公地址

浙江省三门县西区大道 369 号

浙江省三门县西区大道 369 号

电话

0576-83381688

0576-83381318

电子信箱

sbkj002112@163.com

sbkj002112@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经营变压器、电机、电抗器、低压成套电器设备、输变电设备的生产、维修、保养和销售，
主要产品有油浸式电力变压器、树脂绝缘和H级浸渍干式变压器、防腐型石化专用变压器、组合式变电站、
地埋式变压器、风电场组合式变压器、非晶合金变压器、单相自保护变压器、电缆分支箱、环网柜、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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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特种变压器等12大类1600多个规格品种，公司产品主要用于电力转换、传输等。
2017年公司营业收入53,599.66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0.64%；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452.91万
元，较去年同期下降2469.27%。报告期内，公司产品订单较去年同期略有增长，但因中标价格低，且主要
原材料价格上涨，毛利率下降幅度较大，导致净利润下降较多。
2、所属行业发展特点
公司所处行业为电力行业的电气设备制造板块，电力行业是是国民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产业。
随着智能电网进入全面建设阶段，行业整体发展将呈现智能化、集成化、绿色化的特点。公司主营产品变
压器行业由于产能过剩、产品低端化，使得市场竞争持续加剧，竞争手段向低价竞争方向发展。
3、公司在行业里发展地位
报告期内，公司500kV产品顺利取得国家电网公司挂网批准,这标志着公司从此进入国内超高压变压器
竞争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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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2016 年

535,996,588.95

484,468,087.48

10.64%

928,482,689.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4,529,059.63

5,256,000.78

-2,469.27%

9,661,892.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6,912,502.33

-56,313,002.71

-125.37%

5,679,425.45

45,921,136.83

70,434,461.20

-34.80%

-15,341,612.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2

0.03

-2,166.67%

0.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2

0.03

-2,166.67%

0.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10%

1.06%

-29.16%

2.01%

营业收入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资产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本年比上年增减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1,168,593,483.27

1,229,936,203.22

-4.99%

1,433,783,242.66

378,216,754.95

505,410,384.34

-25.17%

484,406,58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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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382,584.55

125,180,294.10

158,829,628.29

163,604,082.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781,334.94

-17,691,328.11

-24,107,768.50

-69,948,628.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380,963.95

-18,877,329.28

-24,436,273.63

-70,217,935.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2,673,641.79

105,505,076.07

-344,497.37

23,434,19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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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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13,767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19,076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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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三变集团
国有法人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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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7%

29,770,931

0

境内自然人

8.95%

18,033,351

13,525,013

杭州碧阔投资
境内非国有
管理合伙企业
法人
（有限合伙）

6.05%

12,206,700

0

车城网络科技
境内非国有
（上海）有限公
法人
司

5.00%

10,084,293

0 质押

云南惠泉投资
境内非国有
合伙企业（有限
法人
合伙）

3.86%

7,773,121

0

华润深国投信
托有限公司－
工银量化恒盛
其他
精选 D 类 59 期
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3.72%

7,500,000

0

陈锦聪

境内自然人

2.84%

5,720,316

0

曹玲

境内自然人

2.52%

5,079,864

0

樊雷刚

境内自然人

2.48%

5,000,000

0

乐清市电力实 境内非国有
业有限公司
法人

2.48%

4,991,364

0

卢旭日

数量

9,000,000

1、浙江三变集团有限公司和卢旭日先生存在关联关系，股东卢旭日先生在浙江三变集团有限
公司担任董事。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2、卢旭日与杭州碧阔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
动的说明
3、浙江三变集团有限公司与乐清市电力实业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1、股东陈锦聪通过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5720316.00 股。
说明（如有）
2、股东樊雷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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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00 股。

3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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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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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电力行业投资明显减少，
其中电源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为2,700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了729亿元；电网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5,315亿
元，较去年同期减少了111亿元。
在行业下行的影响下，国内电力设备市场投资增速下降，产能严重过剩、行业集中度较低，各企业为
争夺市场份额竞相压价，恶性竞争加剧、利润下滑。公司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随着材料价格的
高涨、行业价格竞争的惨烈化，全年公司利润率偏低，公司经营亏损。
报告期内，公司国内产品订单较去年同期略有增长，但因中标价格低，且主要原材料价格上涨，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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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下降幅度较大，导致净利润下降较多。本报告期，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53,599.66万元，较去年同期增
长10.64%，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452.91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2,469.279%。
2017年，公司注重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以市场为导向，积极推进创新工作，切实发挥技术创新在增
强公司核心竞争力方面的作用。在技术研发方面，公司完成了海上风电干变和椭圆干变的开发；完成了
220kV并联电抗器的设计开发；完成了500 kV产品国网挂网的全部相关工作。在做好产品研发的基础上持
续进行产品的技术创新和技术转型升级，不断加强新技术、新工艺的开发与研究。持续推进技术创新体系
建设和提升知识产权保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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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浸式变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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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933,549.86

15,032,926.44

4.28%

23.37%

-62.00%

-9.63%

干式变压器

82,852,817.77

15,568,615.01

18.79%

-14.74%

-8.01%

1.37%

组合变压器

85,637,548.92

9,013,381.43

10.53%

-3.58%

-51.25%

-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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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53,599.66万元，比上年实际48,446.81万元增加5,152.85万元，增长
10.64%。营业收入与上年相比略有增长。主业未发生改变，外部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2017年营业成本49,058.00万元，比上年实际 39,950.74万元，增加9,107.26万元，增长22.80%。营业
成本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增加相应成本增加及主要材料价格上涨引起成本增加。
2017年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12,454.91万元，比上年同期525.60万元，减少
12,978.51万元，下降2,469.27%。主要原因是本年度毛利率下降、资产减值损失计提较多以及上期收到土
地收储相关补偿款等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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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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2017年6月12日
起施行，对于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2017年1月1日至施行日新增
的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本公司2017年度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也不涉及以往年度的追溯调整。
2、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自2017年5月28日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要求采用未来
适用法处理。 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当期和前期净损益、总资
产和净资产没有影响。
3、 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
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将
部分原列示为“营业外收入”的资产处置损益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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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8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负值
净利润为负值
2018 年 1-3 月净利润（万元）

-800

至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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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278.13

1、变压器中低压市场竞争依然激烈，毛利率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主
营业务收入较去年同期略有增长。2、报告期内公司房产出售增加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425.58 万元。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卢旭日
2018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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