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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事务代表：王志远
投资者关系管理专责：史选柏
2022 年 4 月 26 日，公司披露 2021 年度报告；4 月 28 日
公司披露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4 月 28 日-5 月 5 日，公司
参加相关机构组织的分析师会议，就公司 2021 年度及 2022
年第一季度经营发展情况及投资者关注的问题，与行业分析
师及投资者进行沟通交流。交流的主要内容总结如下：
1.公司 2021 年度及 2022 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
答：2021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9.91 亿元，同比增长
7.14%。产品整体毛利率 20.58%，同比提升 0.4 个百分点；归
母净利润 7.24 亿元，同比增长 1.17%；研发投入 6.17 亿元，
同比增长 15.78% ；应收账 款净额 60.91 亿元，同 比下降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23.3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04 亿元，同比增
长 66.49%。公司盈利能力和发展质量持续提升。
2022 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4.69 亿元，同比
增长 36.04%。归母净利润 1.01 亿元，同比增长 21.72%；扣
非后净利润 0.94 亿元，同比增长 29.39%，业绩保持增长，盈
利能力持续提升。
2.公司各业务板块 2021 年度经营发展情况
答：公司业务分为六大板块，分别是直流输电系统、智
能变配电系统、智能电表、电动汽车智能充换电系统、智能
中压供用电设备、EMS 加工服务及其它。2021 年，营业收入
方面，智能变配电、智能电表、智能中压供用电设备、电动
汽车智能充换电、EMS 加工服务营业收入同比均有不同程度的
增幅，同比分别增长 15.08%、5.69%、20.33%、13.93%、56.80%；

直流输电系统板块营业收入同比下降，主要是受报告期内直
流工程大项目收入确认进度的影响；毛利率方面，直流输电、
智能变配电、智能电表板块的毛利率均有所提升，同比分别
提升 18.26、0.39、0.21 个百分点。
3.公司经营发展的基本思路及驱动因素
答：公司坚持既定发展思路，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一
是强研发，坚持创新驱动。2021 年度研发投入 6.17 亿元，同
比增长 15.78%，占营收比例 5.14%，同比增长 0.38 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契合行业发展趋势。二是重销售，坚持服务领先。
营销管理更加精细，完善产销一体化协同作战体系，深入挖
掘客户需求。两网市场稳步提升，网外市场快速增长。新能
源配套、轨道交通等行业市场新签合同同比增长较快。三是
精管理，坚持价值创造。建立“三算三比”利润管控体系，
提升精细管理水平。聚焦利润创造能力和现金流管理能力，
细化措施加强成本管理、费用管控、回款管理，综合毛利率
进一步提升，应收账款余额持续下降。四是创佳绩，坚持转
型升级。加强“双碳”和新型电力系统研究，厘清产业发展
思路和工作重点，特高压业务等领先优势持续保持。强化新
兴业务培育，海上风电柔直送出、智能终端等新兴业务规模
增长。
4.公司 2021 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速不及营收增速的原因
答：一是公司围绕新能源、“双碳”目标下的新型电力
系统等方向，加大了对新产品、新技术及现有产品性能提升
的研发投入，研发费用同比增加 1.65 亿元。二是为引入具有
系统效应的投资者，公司于 2021 年转让子公司股权的影响，
导致子公司归母权益比例下降，影响归母净利润。
5.在 2021 年原材料价格上涨给产业端带来压力的情况
下，公司稳步提升综合毛利率的管理方式
答：公司业务分六大板块，与原材料相关度高的产品为

智能中压供用电设备板块中的部分一次设备产品及 EMS 加工
业务板块产品，公司采用提前锁价采购等措施储备相关物资。
近年来公司综合毛利率持续改善，主要是持续优化研发设计、
材料成本等，抓好“三算三比”利润管控体系（在投标报价
阶段，算好订单盈利预测，对比上次同类订单的执行情况；
在产品设计阶段，算好设计方案盈利状况，对比报价预测利
润，做好产品设计、物资采购等环节的成本控制；在订单结
算阶段，算好订单实际盈利状况，对比前两个阶段预测利润）
落地执行，推动毛利水平持续提升。
6.公司特高压项目在手订单及行业发展趋势
答：公司在特高压领域形成了由±1100 千伏及以下特高
压直流输电、±800 千伏及以下柔性直流输电、直流输电检修
和实验服务等构成的特高压业务体系。 目前公司在手未确认
收入项目主要有白鹤滩-江苏、白鹤滩-浙江、葛南直流换流
站等。公司在特高压换流阀和直流控制保护系统方面，具有
领先的技术优势和丰富的工程业绩，在海上风电柔直方面为
国内第一条三峡如东线路海上站提供换流阀及耗能装置等产
品。随着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对风电、水电、光伏等清洁能源
送出需求的增加，将会对公司特高压业务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7.公司智能中压供用电设备板块营收增长的原因
答：公司智能中压供用电设备板块主要是一次设备，参
与竞争的厂商非常多。公司借助于在二次设备方面的研发积
累，努力在一二次设备融合、一次设备智能化等方面形成竞
争优势，营收增长主要原因：公司不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
在稳定电网市场份额的情况下，积极开拓工业、轨道交通、
石油石化等工业客户市场，提升该板块收入水平。
8.公司电动汽车智能充换电系统板块毛利率下降的原因
及拟采取的改善措施
答：公司电动汽车智能充换电系统板块收入包括充电桩、

电力电源、港口岸电等业务，受收入结构、产品中标价格、
成本变动等多重因素影响，板块整体毛利率下降。公司将继
续加大充换电产品的研发力度和市场开拓力度，加强内部“三
算三比”，提高业务规模和盈利能力。
9.分布式智能电网对公司配网业务的影响
答：分布式智能电网是新型的分布式电力系统，源、网、
荷角色定位和行为特征的界限趋于模糊、层次更加丰富。
“源端”向能源清洁化、多元化方向转变；“网端”向电力
电子化、信息化方向发展；“荷端”向复杂化、互动化方向
发展。传统配电网大多是辐射状单方向能量传递结构，随着
新能源接入和负荷的多元化，网络结构的变化及 V2G 等技术
应用会催生新的需求。此外，配用电设备的智能化、需求响
应速度等会有进一步的提升，为配用电设备的升级带来机遇，
对公司配网相关业务产生积极影响。
10.南方电网业务拓展情况
答：公司在南网市场较快提升，新签销售合同额同比增
长。省招持续改善，中标南网首座预制舱模块化变电站试点
项目，配网核心设备在云南首次取得重大突破。南网 110 千
伏及以下国产化保护取得全套入网资质。公司将着力优化发
展布局，快速提升配网、计量设备和保护产品等在南网市场
中的份额，力争在南网市场实现更大突破。
11.海外业务开展情况
答：公司目前涉及国际业务的板块有直流输电、智能电
表、智能变配电等，涉及的产品有换流阀、直流控保、智能
电表、变电站保护以及充电桩等。公司参建的巴基斯坦默拉
直流输电工程全线贯通，土耳其凡城直流项目进展顺利。智
能电表国际业务模式相对成熟，本土化营销快速发展，孟加
拉、尼日利亚市场预付费电表产能合作业务增幅明显。智能
变配电方面，变电站保护、发电保护产品首次突破莫桑比克

电网市场和马来西亚市场。此外，公司充电桩相关产品已完
成国际化认证。公司将根据具体国家的国情，采用多种方式
开展国际业务，一是与相关企业合作，共同拓展国际业务，
加快海外电网营销；二是稳固开展本地化营销，增强进军海
外市场能力。
12.公司新签订单情况
答：公司新签订单整体同比增长。分板块看，智能变配
电系统、直流输电系统、EMS 加工服务板块新签订单同比有不
同幅度增长。
13.公司 2021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的原因
答：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政策等相关规定，
基于谨慎性原则，对合并范围内存在减值迹象的存货、无形
资产、合同资产确认资产减值损失-8,240.61 万元；使用预
期信用损失模型对应收票据和应收款项进行了减值测试，信
用减值损失 8,060.76 万元。共计提减值损失-179.85 万元，
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带来重大影响。
14.公司集控站业务开展情况
答：公司集控站系统首批通过入网检测，承担河南、 江
苏、四川等 5 个试点工程。通过“一体监控、全景展示、数
据穿透、一键顺控、无纸化操作、综合防误、智能告警、自
动验收”等关键技术，支撑变电监控业务管理新模式，强化
“设备主人”状态感知能力、缺陷发现能力、设备管控能力、
主动预警能力以及应急处理能力，应用于电网公司新一代集
控站建设中。公司将深入挖掘用户使用需求，加强产品功能
优化提升和工程建设经验总结，持续提升新一代集控系统核
心竞争力，全力支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会议过程中，公司接待人员严格按照有关制度规定，没
有出现未公开重大信息泄露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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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5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