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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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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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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南网架 股票代码 00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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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建华 张燕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衙前镇衙前路 593

号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衙前镇衙前路 593

号 

电话 0571-82783358 0571-82783358 

电子信箱 jiangjh@dngroup.cn zhangy@dngroup.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5,363,956,524.62 4,068,806,382.83 31.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60,253,392.05 237,402,074.39 51.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52,357,252.32 223,339,072.65 57.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30,371,976.05 34,461,886.04 -1,639.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 0.23 5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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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 0.23 52.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93% 5.41% 2.5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4,597,918,528.75 13,650,090,612.56 6.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705,829,386.49 4,375,201,816.50 7.5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4,53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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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浙江东南网

架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41% 314,515,000 0 质押 70,000,000 

杭州浩天物

业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24% 74,860,000 0   

郭明明 境内自然人 4.88% 50,445,991 37,834,493   

浙江银万斯

特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全盈1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2.63% 27,163,585 0   

宁波梅山保

税港区东杲

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4% 18,000,024 0   

徐春祥 境内自然人 1.74% 18,000,000 13,500,000   

周观根 境内自然人 1.74% 18,000,000 13,500,000   

殷建木 境内自然人 1.74% 18,000,000 0   

红塔红土基

金－广发银

行－杭州恒

钰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1.74% 17,987,012 0   

上海嘉恳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嘉恳

兴丰5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71% 17,714,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股东杭州浩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是浙江东南网架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郭明明为

浙江东南网架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徐春祥、周观根、殷建木分别为浙江东南网架集

团有限公司股东。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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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其他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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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2021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在国家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背景下，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港澳湾大湾区建设、雄安新区建设、城市更新、乡村振

兴等国家高质量发展新动力源正在协同推进，新老基建、租赁住房、乡村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扩内需补短

板正在全面开启。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立足于主业，在“调结构、转模式、腾空间、

上台阶”的战略引领下，以总承包为核心，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数字智造为抓手、以人才队伍建设为保

障，把握市场机遇，大力拓展总承包业务，充分发挥公司绿色建筑总承包领域的优势，向新型绿色建筑平

台型企业升级，持续推进“装配式+”模式，致力成为新型装配式医院、学校、体育场馆、会展中心等国

内第一品牌。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36,395.6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1.83%；实现营业利润40,528.31万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0.4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6,025.3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1.75%。 

从业务类型看，报告期内钢结构分包业务营业收入为295,480.51万元，同比增长7.25%；工程总承包

（EPC）营业收入为74,335.56万元，同比增长319.37%；化纤业务营业收入为 156,436.91万元，同比增长

69.01%。影响公司业绩的主要因素如下： 

1、钢结构板块：公司围绕“总承包项目+1号工程”双引擎发展战略，利用自身综合优势，积极把握

市场机遇，订单获取能力持续增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进一步提升。报告期内，公司累计新签及中标合同

119.44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0.67%。面对上半年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公司主要原材料出现不同程度的

上涨，公司采取一系列经营措施，通过与重要原材料供应商长期构建的战略合作及集中采购，严格管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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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降低了成本大幅上涨等不利影响。 

2、化纤板块：2021年上半年受下游纺织需求增长、东南亚订单回流等因素支撑，中下游对涤纶长丝

刚需及备货需求旺盛，涤纶长丝销售价格持续上涨，公司涤纶长丝主要产品量价齐升，化纤业务盈利水平

同比大幅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经营工作如下： 

1、聚焦差异化发展，打造“装配式+”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绿色发展、健康发展、数智发展”三大发展理念，着力推进“调结构、转模式、

腾空间、上台阶”，坚定不移地实施“1号工程+EPC总承包”双引擎发展的营销战略，坚持把装配式钢结构

医院、学校和体育场馆、会展中心、高铁站房等彰显东南优势的差异化、特色化品牌项目作为营销工作的

重点战略目标，进一步发挥优势，推进“装配式+EPC、装配式+BIM、装配式+AI”融合发展。 

2、强化技术创新，提升智能制造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建设的年产20万吨新型装配式钢结构数字化工厂建设项目经过一年多的建设运

行，陆续释放产能，逐步体现成本优势，人工需求降低约20%，产品质量显著提升，管理效率大大提高。

下一步公司将加快生产技术的改造和开发，对现有车间完成整体工艺改造方案，对落后工艺、高能耗设备

进行技术改造，不断促进公司的智能制造水平，优化生产工艺技术，进一步提高工厂的生产效率。 

3、积极探索光伏建筑一体化产业，推进产业链延伸 

为响应国家2030年实现“碳达峰”与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公司积极推进建筑-光伏一体化

布局，开展先进技术与绿色建筑的一揽子解决方案与集成服务，将绿色建筑与新能源相结合，致力于打造

绿色建筑光伏一体化的领先企业，实现公“EPC+BIPV”的战略转型。报告期内，公司设立了浙江东南碳中

和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业务为屋面与光伏一体化建筑的开发、建设与投资。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春祥 

2021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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