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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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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拟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

基数，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60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不以公积

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因公司目前处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在本报告披露之日起至实

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股本总数发生变化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

分配总金额。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杭电股份 60361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烈生 赵燚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东洲街道永通路

18号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东洲

街道永通路18号 

电话 0571-63167793 0571-63167793 

电子信箱 stock@hzcables.com stock@hzcables.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电线电缆主业稳定持续经营，并结合公司发展的实际需要及现实条件， 于

2020 年 12 月 2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公司以自有资金 13,100.00 万元收购浙江富春



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报告期内，公司依然围绕“一体两翼”的双主业发展模式，着重发

展电力电缆与光通信两大业务板块。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经营模式及行业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所从事的主营业务及经营模式  

电线电缆板块 

电线电缆板块主要从事电线电缆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是国内综合线缆供应商。主要

产品为涵盖从高压、超高压到中低压的各类电力电缆、导线、民用线缆及特种电缆。      

电力电缆是公司最主要的产品，具体包括 500 KV、220 KV、110 KV、66 KV 高压超高压交

联电力电缆，35KV 及以下中低压交联电力电缆，轨道交通电缆、风电电缆、矿用电缆、防火电

缆等特种电缆。公司是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超高压电力电缆和特高压导线的主要供应商；导线产

品具体包括钢芯铝绞线、铝合金导线、铝包钢导线等品种，涵盖了 1100 KV、1000 KV、800 KV

及以下特高压高压导线全等级产品。公司拥有四大生产基地：杭州富阳东洲、杭州富阳高尔夫路、

千岛湖以及安徽宿州生产基地。 

公司坚持以“营销为龙头、制度化建设为抓手、提质增效为目标”的生产经营方针。结合线缆

行业“料重工轻”，主要生产材料铜、铝等价格波动幅度较大，存货成本高的特点，公司在生产方

面主要采用订单排产模式。销售方面，公司电缆和导线产品以“直销”为主，主要通过参与国家电

网、南方电网等大型客户的招投标实现销售。 

光通信板块  

公司通过建设杭州永特信息项目 150 吨光纤预制棒暨 500 万芯公里光纤项目，并于 2020 年

12 月 23 日成功收购富春江光电，使公司具备了光通信产业“光纤预制棒（以下简称“光棒”）—光

纤—光缆”一体化产业链。 

 杭州永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4 月，专门从事制造光棒、光纤生产销售；浙江

富春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产业涉及到光纤、光缆、无源光器件、光集成芯片及光

配等系列产品，是国内生产光缆产品最早的企业之一，一直致力于信息产业光通信领域的发展，

其主要通过参与电信运营商光缆产品招投标方式实现销售。 

2）行业情况说明  

电线电缆产业 



电线电缆制造业在电工电器行业二十余个细分行业中是产值最大的行业，占据四分之一的产

值规模。我国电线电缆行业的市场竞争格局总体呈现出以下特点：  

①从整体看，行业内生产厂商数量众多，行业高度分散，市场集中度低。  

②从产品结构看，低压线缆产品产能过剩、竞争激烈，中压线缆产品竞争激烈程度中等，高

压和超高压线缆产品寡头垄断。  

③从区域分布看，企业大多集中在沿海及经济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比重较小。据国家统计

局数据显示，我国电线电缆行业内的大小企业万余家，其中形成规模的有两千余家。近年来，电

线电缆行业在不断地进行产业整合和技术革新，公司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综合实力名列前茅，具

有较强的规模优势、技术优势、质量和品牌优势。  

国家产业政策方面，2020 年 3 月，国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明确加大力度推进信

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下简称“新基建”），其中新基建涉及特高压、5G 网络等七个领域。 

根据国务院于 2020 年 5 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

指导意见》指出，加强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开展黄河梯级电站大型储能项目研究，培育一批清

洁能源基地；加快西部地区风电、光伏发电就地消纳，继续加大西电东送等跨省区重点输电通道

建设，提升清洁电力输送能力。加强电网调峰能力建设，有效解决弃风弃光弃水问题。积极推进

配电网改造行动和农网改造升级，提高偏远地区供电能力。 

从“十三五” 期间国家对能源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到“十四五”规划中指出要构建清洁低碳

安全高效能源体系，国家更加注重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积极发展天然气、核电、可再

生能源等清洁能源。2021 年 3 月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中指出，要构建清洁低碳安全

高效的能源体系，控制化石能源总量，着力提高利用效能，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深化电力

体制改革，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新能源发电资源并网发电需要可匹配的输配电

基础设施系统，这也将刺激输配电领域改扩建步伐进一步加快，继续推动市场对电线电缆需求增

长。 

国家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于 2020 年 2 月联合发布的《关于促进非水可再生

能源发电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持续发展非化石能源，提高清洁能源利用水平，多措并举的

积极推进风电、光伏发电竞价、平价上网，解决新能源消纳问题，有效提升新能源利用率。国家

发改委于2020年9月发布的《关于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培育壮大新增长点增长极的指导意见》

指出，加快突破风光水储互补等新能源电力技术瓶颈，建设智能电网、微电网、分布式能源、新



型储能等基础设施网络。大力开展综合能源服务，推动源网荷储协同互动，有条件的地区开展秸

秆能源化利用。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于 2021 年 3 月发布了《关于推进电力源网荷储一体化和

多能互补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为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提升能源清洁利用水

平和电力系统运行效率，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负责牵头建立推进区域、市县、园区源网荷储一体

化，推进风光储、风光水（储）、风光火（储）一体化，多能互补项目协调运营和利益共享机制，

充分挖掘常规电源、储能、用户负荷等各方调节能力，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水平。十四五期间，

我国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将日渐成熟完善，新能源发电产业质量效率将进一步提升，

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国家能源局于 2018 年 9 月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一批输变电重点工程规划建设工作的通知》，

国网公司按照能源局文件精神更是提出了2025年实现“6交9直”特高压的建设目标。在“新基建”

背景下，国家能源局于 2020 年 9 月日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一批输变电重点工程规划建设工作的

通知》，要求加快核准开工的九大工程，共规划了 12 条特高压工程（其中 7 条为交流，5 条为直

流），新增 3 条支流特高压规划。在节能环保之经济发展理念下，以“高能效、低损耗”为主要特征

的高压、超高压输电方式已成为电力行业发展的必然方向，而由于其“大容量、高可靠、免维护”

等方面的众多优势，高压、超高压电力电缆已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长距离、大跨度输电线路。高

压、超高压电力电缆逐渐替代中低压电力电缆是电力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前国民经济对大规

模的电力输送和供应需求不断提升，110kV、220kV 等高压输电线路的优化逐步推向电网建设与

改造。高压、超高压和特高压输电线路的建设将为铝合金导线等导线产品以及高电压等级电力电

缆带来巨大市场需求。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为电线电缆行业带来难得的机遇。从国内看，“一带一路”涵盖了

16 个省份，目前各省市正陆续推出一些重点项目，仅西安市就推出了 60 个“丝路项目”。从国际

上看，6 大走廊仅高铁建设将达 8.1 万公里。而电力和铁路交通等设备出口将带动沿线区域经济的

快速发展，相关国家的电力建设需求将持续增长。这些都会对电线电缆行业“走出去”带来深远影

响和重大发展机遇。 

以上政策的发布，提高标准要求、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将给电线电缆行业带来良好

的发展机遇，为电线电缆的生产销售提供了强有力的需求保证。 

光通信产业  



2018 年 12 月 11 日，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要求，加快推进“宽带中国”战略实施，有效支撑网络强国、数字中

国建设，着力解决我国信息基础设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助力脱贫攻坚。同时，我国省市各

级政府瞄准 5G 的巨大潜力，密集出台政策文件，布局 5G 发展。北京、河北、上海、浙江、江苏、

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广东、深圳、成都、重庆等省市纷纷发布了 5G 行动计划、实施意见

等政策文件，积极推进 5G 网络建设、应用示范和产业发展。 

为攻克 5G 技术，我国工信部、国家发改委和科技部牵头成立专门小组——IMT-2020（5G）

推进组，同时，在三大运营商明确列出 5G 商用的时间表的背景下，利好政策较多，如在近年来

发布的《信息基础设施重大工程建设三年行动方案》、《关于进一步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持续释放

内需潜力的指导意见》、《5G 网络安全需求与架构白皮书》、《2021 年工业和信息化标准工作要点》、

《关于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培育壮大新增长点增长极的指导意见》、《关于推动 5G 加快发展

的通知》等文件， 都对 5G 的发展形成有效引导。“一带一路”及“网络强国”等战略的推出及

实施，三大运电信运营商持续加大光纤网络建设，海外运营商也在大力推动 FTTH 建设，积极备

战 5G。目前，我国的 5G 建设不断提速，在标准、频谱规划及系统架构等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进

展。  

为加快我国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我国财政部、工信部于 2019 年 1 月 14 日联合发布了《电信

普遍服务补助资金管理试点办法》（财建〔2018〕638 号），通过设立电信普遍服务补助资金，支

持电信普遍服务工作，包括农村、边远地区光纤和 4G 等宽带网络建设运行维护。为进一步提高

农村、边远地区信息网络覆盖水平；国务院于 2020 年 5 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

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中指出，进一步提高农村、边远地区信息网络覆盖水平；

积极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智能+”产业，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推动“互联网+教育”、“互

联网+医疗”、“互联网+旅游”等新业态发展，推进网络提速降费，加快发展跨境电子商务。我

国工信部于 2021 年 3 月 29 日发布的《“双千兆”网络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 年）》指出，

为进一步发挥“双千兆”网络在拉动有效投资、促进信息消费和助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等方面的重

要作用，加快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用三年时间，基本建成全面覆盖城市地区和有条件乡镇的“双

千兆”网络基础设施，实现固定和移动网络普遍具备“千兆到户”能力。 

2019 年 6 月，工信部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发放 5G 商用牌照。2019

年 10 月，三大电信运营商共同宣布 5G 商用服务启动。2020 年 2 月，工信部向中国电信、中国

联通、中国广电颁发 3300-3400MHz 频段用于 5G 室内覆盖。2020 年 3 月，我国中央政治局常务



委员会召开会议明确提出要加快 5G 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5G 作为基础设施

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截至 2020 年年底，三大电信运营商均开启了 5G SA 独立组网规模商用。

因此，国家政策及运营商 5G 网络建设的力度和投资规模将对光通信行业产生重要影响。  

随着国家对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不断加大和运营商 5G 网络建设力度和规模不断增加，5G

应用市场及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移动互联等 ICT 产业的快速发展，未来数据流量将呈现持

续性增长态势，这将带动市场对光通信产业链中“光棒”、“光纤”、“光缆”产品的市场需求

增长。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7,444,751,617.35 6,628,916,664.90 12.31 5,687,190,374.33 

营业收入 5,813,677,967.21 4,909,197,834.05 18.42 4,377,309,272.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17,972,211.13 116,266,330.44 1.47 100,669,875.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8,848,023.59 106,503,656.44 -16.58 109,408,006.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736,003,325.59 2,643,073,686.49 3.52 2,221,863,117.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5,438,309.22 8,289,532.39 -889.41 -706,013,138.61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7 0.17 0.00 0.1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7 0.17 0.00 0.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42 4.76 减少0.34个百分点 4.75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948,824,377.55 1,756,436,638.42 1,648,413,708.55 1,460,003,242.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8,298,045.91 53,608,396.17 52,698,632.97 3,367,136.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6,592,694.92 44,719,158.16 48,665,149.13 -11,128,978.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53,399,942.27 20,250,305.21 212,579,283.06 255,132,044.78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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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9,70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0,93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永通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0 216,000,000 31.26 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

有限公司 

0 144,000,000 20.84 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孙庆炎 0 19,582,259 2.83 0 无   境内自

然人 

华建飞 0 7,770,000 1.12 0 质押 4,100,000 境内自

然人 

郑秀花 0 5,070,000 0.73 0 无   境内自

然人 

章旭东 0 4,500,000 0.65 0 无   境内自

然人 

陆春校 0 4,500,000 0.65 0 无   境内自

然人 

杨条沯 4,380,000 4,380,000 0.63 0 无   境内自

然人 

周纯萍 4,300,000 4,300,000 0.62 0 无   境内自

然人 

章勤英 -2,250,000 2,820,000 0.41 0 无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永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的



明 实际控制人均为孙庆炎，同时股东孙庆炎、华建飞、章勤英、

郑秀花、陆春校均在永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浙江富春江通

信集团有限公司任董事。章旭东在永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任

监事、在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任董事。永通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华建飞任公司董事长。章旭东任

公司监事会主席。陆春校为公司副董事长。除上述情况之外，

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813,677,967.21 元，同比增长 18.42%；净利润 124,045,795.44 元，

同比增长 3.15%；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117,972,211.13 元，同比增长 1.47%。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详见本报告“第十一节 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之 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将杭州千岛湖永通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岛湖永通公司）、宿州永通电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宿州永通公司）、杭州永特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特电缆公司）、杭州永通智造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永通智造公司）、杭州永通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通新材料公司）和杭州

永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特信息公司）六家子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情况

详见附注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之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