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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69                           证券简称：金利华电                           公告编号：2021-016 

浙江金利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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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变更为信永中和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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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17,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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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利华电 股票代码 30006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浩 葛美华 

办公地址 
浙江省金华市金东经济开发区傅村镇华丰

东路 1088 号 

浙江省金华市金东经济开发区傅村镇华丰

东路 1088 号 

传真 0579-82913333 0579-82913333 

电话 0579-82913366 0579-82913599 

电子信箱 info@jlhdq.com info@jlhdq.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及主要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包括绝缘子研发、生产、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业务，戏剧投资、制作及演出，影视投资及相关

文化服务业务。 

  绝缘子业务方面，公司主要产品为高压、超高压和特高压交、直流输电线路上用于绝缘和悬挂导线用的玻璃绝缘子及陶

瓷绝缘子，其中玻璃绝缘子包括交流、直流两大系列，拥有标准型、耐污型、空气动力型、地线型、外伞型等多个品种150

余种规格型号产品，线路电压等级覆盖了1kV-1100kV的范围；陶瓷绝缘子共计高压线路盘形悬式、线路柱式、碟式瓷绝缘

子系列、长棒形瓷绝缘子系列、电站和开关及电气化铁道棒形支柱瓷绝缘子系列产品等三大系列，拥有10余个品种100余种

规格型号产品，线路电压等级覆盖了1kV-750kV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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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剧运营业务方面，公司已形成了“大师产品线”、 “丁乃筝产品线”、 “儿童剧及音乐剧产品线”、 “央华签约导演产品

线”等戏剧原创生产线，并积极拓展古宅戏市场、影视IP衍生开发等。其中，大师产品线以赖声川编剧和导演的作品为主，

出品、推广的代表性戏剧作品包括：《如梦之梦》、《冬之旅》、《宝岛一村》、《水中之书》、《暗恋桃花源》、《隐藏

的宝藏》、《北京人》等；著名女导演丁乃筝产品线的作品有戏剧鲜明、轻盈的特点，主要作品有《戴茜今晚嫁给谁》、《弹

琴说爱》、《爱朦胧，人朦胧》、《新龙门客栈》等；儿童剧及音乐剧产品线主要作品有《流浪狗之歌》、《猪探长》、《鲸

鱼图书馆》、《蓝马》等；央华时代签约导演产品线主要有以色列导演索博尔、俄罗斯导演尤里•伊万诺维奇•耶列明、 立

陶宛导演拉姆尼•库兹马奈特、以及周黎明、闫楠等中、青年编剧和导演，主要作品有《犹太城》、《情书》、《明年此时》、

《新原野》等。2020年底，公司邀请法国导演埃里克·拉卡斯卡德，共同推出了连台戏《雷雨》和《雷雨·后》。 

  影视投资业务方面，文化子公司时刻关注行业发展态势，继续拓展文化行业资源。 

     （二）公司所处行业分析 

  绝缘子业务方面，大规模电网建设及改造是公司绝缘子产品的重点应用领域。市场竞争方面，目前国内绝缘子市场中，

低电压等级市场由于其进入门槛较低，同类企业较多，市场集中度较低，竞争状况已经非常激烈，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且独

家生产的产品处在行业发展的上升阶段，具有较高的竞争优势。公司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在行业内形成并确立了技术上的领

先地位，在玻璃绝缘子、瓷绝缘子、绝缘子制造装置等方面拥有多项外观设计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及发明专利，是国内少数

拥有成熟的交、直流特高压玻璃绝缘子生产技术的厂商，也是国内少数具有等静压技术生产铁道棒形和大棒形瓷绝缘子产品、

批量生产长棒形瓷绝缘子能力的厂商。其中，棒形支柱瓷绝缘子的技术及装备在国内属于高端水平；棒形悬式瓷绝缘子在国

内是独家生产、独家供应；悬式瓷绝缘子的技术在国内属于中等水平。上述产品具有工艺过程复杂、生产周期比较长、产品

性能要求比较高等特点。 

  戏剧运营业务方面，我国正在逐步进入文化娱乐消费的快速增长阶段，群众休闲娱乐需求趋势日渐增长，然而，与国际

成熟市场作对比，国内演出市场及电影市场的发展潜力还未完全释放，未来戏剧影视等相关领域将进一步繁荣。市场竞争方

面，目前随着戏剧、影视市场的大规模发展，产生了大批投资、制作、发行及演出机构，加剧了市场竞争。央华时代是国内

话剧行业中的领军企业，拥有良好的市场口碑，同时不断开拓并占据着国内的大部分市场，实现票房收入连续稳步增长，在

中国市场上赢得了商业和口碑的双成功，并拥有经过市场考验并接受的核心团队作品。央华戏剧已经成为戏剧专业中的重要

力量，是在中国大陆认识戏剧、接触戏剧、消费文化的重要和主流选择。央华时代长期致力于精品戏剧的投资、制作及演出，

积累了一批忠实的观众群体，树立了央华时代在业内的良好形象及领先地位，使“央华”成为中国舞台剧市场的优秀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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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128,531,448.00 197,971,172.15 -35.08% 184,283,907.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266,864.83 17,331,965.99 -447.72% -178,480,569.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3,613,556.54 7,240,507.49 -978.58% -190,606,198.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36,852.25 55,856,751.80 -92.24% 29,625,163.4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2 0.15 -446.67% -1.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2 0.15 -446.67% -1.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60% 4.88% -23.48% -40.95%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538,902,593.27 588,603,756.11 -8.44% 588,657,850.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02,482,279.20 362,749,144.03 -16.61% 346,561,371.5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4,190,114.24 61,353,438.39 33,526,365.61 19,461,52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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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17,483.29 -3,437,808.64 -4,107,880.96 -49,303,691.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77,254.54 -3,663,331.53 -4,241,716.80 -52,031,253.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48,162.73 -24,359,999.70 -2,813,659.88 28,662,34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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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2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4,216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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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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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 

山西红太阳旅

游开发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74% 17,248,118 0   

北京白泽长瑞

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18% 16,590,100 0   

赵坚 境内自然人 14.02% 16,401,619 0   

上海玫颐企业

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55% 5,325,748 0   

何杨海 境内自然人 2.60% 3,044,345 0   

吴佳健  境内自然人 2.06% 2,411,000 0   

吴玉龙 境内自然人 1.82% 2,128,400 0   

王克飞 境内自然人 1.45% 1,692,100 0   

林志云 境内自然人 1.27% 1,480,700 0 冻结 1,480,700 

何英姿 境内自然人 1.07% 1,249,6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山西红太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及赵坚为一致行动人关系，除前述外，无法获知上述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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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应对全国电网工程的日益增长、国内部分电网企业招标模式变化及产品价格下降对公司绝缘子业务的冲击， 报告

期内，公司重抓产品质量与交期，严控管理成本，提升企业运行效率与反应速度，重点加强订单供货和售后服务工作。此外，

公司继续完善海外营销体系以及通过参与海外市场招投标等方式，积极开拓海外新市场。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2020年经营计划及发展战略逐步有序地开展工作，在保持传统绝缘子业务的基础上继续巩固文化业

务发展，但公司业务尤其是文化传媒板块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整体业绩出现明显下滑。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853.14万元，同比下降35.08%，其中，绝缘子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0,278.24万元，同比

下降11.42%；文化传媒业务实现营业收入2,574.91万元，同比下降68.58%。2020年，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

损6,026.69万元，主要原因有： 

公司绝缘子业务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11.42%，其中陶瓷绝缘子产品销售收入同比大幅下降52.83%。公司绝缘子板

块整体经营情况不佳，全年营业利润为亏损2,921.14万元。 

     公司文化传媒板块业务绝大部分为戏剧演出，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严重，自年初的话剧演出停止后，长时期未能

进行演出，导致戏剧演出营业收入仅为2,461.22万元，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69.87%，经营戏剧演出业务的控股子公司央华时

代未能实现盈利，全年亏损331.41万元。公司对收购央华时代所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时，考虑新冠疫情对戏剧演出业务

带来的持续性冲击，结合公司对该业务未来盈利情况的预测，对商誉计提减值准备2,906.7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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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绝缘子 102,782,356.24 -29,211,438.86 18.82% -11.42% -233.16% -32.53% 

戏剧影视 24,612,209.87 -4,635,458.80 18.26% -69.87% -131.58% -16.39% 

综艺及其他 1,136,881.89 776,303.73 68.28% 343.68% 1,236.77% 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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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简介。 

6、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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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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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金利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韩泽帅 

日期：2021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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