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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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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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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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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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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鼎股份 600105 永鼎光缆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国栋 陈海娟 

电话 0512－63271201 0512－63272489 

办公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芦墟镇

318国道72K北侧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芦墟镇

318国道72K北侧 

电子信箱 zgd@yongding.com.cn zqb@yongding.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4,321,013,891.38 4,124,383,145.48 4.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568,313,311.79 2,531,246,048.88 1.46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5,532,682.18 -198,847,824.86 46.93 

营业收入 904,270,248.26 1,050,111,192.70 -13.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2,333,042.47 114,099,675.26 15.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5,369,687.70 104,087,461.36 20.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9 5.08 增加0.0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0 0.121 15.7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0 0.121 15.70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7,33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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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永鼎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37.19 351,458,652 108,216,734 质押 164,04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其他 4.49 42,473,017   无   

上海东昌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 3.92 37,008,876 37,008,876 无   

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万

能组合 B 

其他 3.79 35,823,877   无   

李日松 未知 3.36 31,748,166 31,748,166 质押 31,740,000 

上海东昌广告有限公司 其他 2.91 27,500,120   无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辉煌”71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0.85 8,072,195   无   

王正东 未知 0.65 6,110,024 6,110,024 无   

高雅萍 未知 0.62 5,870,888   无   

曾维 未知 0.58 5,508,80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前 10名股东中，永鼎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

东, 与其他 9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前 10名股东中, 上海东昌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上海

东昌广告有限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3、公司未知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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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1、通信科技 

2017 年上半年，国内市场，随着国家“宽带战略”稳步推进，宽带提速效果日益明显，6 月

末，光纤接入（FTTH/O）用户总数达到 2.61亿户，占固定宽带用户的 80.9%，移动宽带用户特别

是 4G用户保持稳步增长，通信市场需求旺盛，光纤光缆市场需求强劲，中国移动普缆、带缆、蝶

缆相继招标，中国联通完成了两年度招标，中国电信也启动了下半年的需求增量,各大电信运营商

需求继续增加；北美市场，美国康宁与 Verizon通信签订合同，从 2018年到 2020年，康宁每年

为 Verizon通信提供近 2000万芯光纤，用于 Verizon 的全国无线宽带网络建设，重构网络架构，

以更好支持 4G LTE 以及 5G 的部署；加上欧洲市场光纤需求强劲，加剧了国内市场供不应求的局

面。5G建设速度的加快和光棒反倾销，使国内光棒供应情况愈加紧张。由于上游原材料供应紧张，

影响了通信科技板块中光纤光缆的盈利能力。 

上半年度，通过与业内厂家加强战略合作来取得更多的光棒资源，满足客户要求。在 2016

年度的基础上公司延续中国电信上年度的中标分量，中标中国移动带缆、蝶缆，中国联通普缆、

带缆等项目。在光器件方面，年初追加投资，加快高端有源光器件的研发，在原有稳定电信运营

商市场的基础上，积极开拓广电、专有通信设备市场及海外市场。铜缆方面，在去年调整产能的

基础上，增加高端设备，追加投资提高产能，加强了华为、贝尔、广电、铁塔、装饰等市场的开



拓力度，和部分装饰龙头企业及省广电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市场开拓效果显著。 

通信软件方面，去年收购北京永鼎致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之后，通过内部调整，加强了公司

的研发力量和市场开拓力量。上半年完成了中国联通总部的“IP 溯源字段改造项目”，承接了联

通 16个省 2017年“IP溯源扩容项目”及中国联通国际公司（香港）的“漫游用户平台辅助系统

项目”，项目进展顺利。上半年，永鼎致远还承接了中国电信全国“IP 溯源日志留存数据支撑系

统”项目及北京、海南、云南等省电信的“DPI扩容项目”。 

2、海外工程 

据商务部发布的信息，近 5 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的营业额和新签合同额都在逐年递增，年平

均增长率为营业额 6.62%、新签合同额 9.42%。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下，中国对外工程承

包正在快速增长，该业务正处于良好的战略发展机遇期，据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 1-6月，

新签合同额 1237.8亿美元、同比增长 24.2%。 

公司海外工程新签合同及重大项目稳步推进。2016 年签订合同额 16.6 亿美元，2017 年 1-6

月新增合同折合约 3915 万美元。11.5 亿美元的孟加拉国家电网公司电网升级改造项目，孟加拉

政府的所有审批手续齐全，中国进出口银行与孟加拉财政部就融资方案、条件等谈判基本达成一

致，中国政府“两优”额度已告知批准；3.05亿美元的孟加拉库尔纳电站项目，正在按买方信贷

的流程积极推进。公司海外工程持续稳健经营，前期所有执行项目均按时保质竣工交付、未出现

任何纠纷。并且该业务的市场为长期精耕细作的孟加拉、老挝、埃塞俄比亚、赞比亚等 11个“一

带一路”沿线的政局稳定国家，业主为所在国的国家电网和电力机构，工程属所在国政府审批手

续齐全的国有项目，资金系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所在国政府财政等已落

实的专项资金。 

在所有项目积极推进的同时，积极推动长期合作伙伴更紧密的强大合作，力争打造“设计单

位+ 制造工厂+ 工程承包+ 运营维护”的产业链一体化，持续增强市场竞争力。 

报告期内正在积极推动建造国际工程总包基地，形成办公、接待、培训、展示一体的良好环

境；同时，以优惠条件（如住房、股权激励等）吸引、留住和稳定优秀人才团队，让长期外派人

才没有安家置业和家属安顿的顾虑。 

3、汽车线束 

2017年上半年，汽车线束的生产规模日趋增长，盈利能力得到增强。随着研发团队建设的完

善，整车线束设计能力得到了提升，同时积极参与多家主机厂新能源车的前期研发，稳步推进介

入新能源汽车市场。 



报告期内，金亭线束如期完成了大众 A SUV、Deravat MP17、沃尔沃 K426、SGM K256等多个

新项目批量生产。按进程完成 SGM K257项目整车线束设计的前期开发，当前项目有序开展，另有

二十多个新项目也在稳步推进中。2017年上半年，部分线束产品为了占领市场，降低售价（销售

额同期上升），影响了利润。 

为满足产能扩大的需要，公司在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启动了金亭汾湖工厂的建设，汾湖生

产基地建设进展顺利。应客户通用汽车的的要求，今年上海金亭在武汉设立全资子公司--金亭汽

车线束（武汉）有限公司，项目建设进展顺利，目前已进入预生产模式，主要生产 SGM K256的整

车线束。在上海成立的泛亚·金亭汽车电器系统研发中心，目前已通过泛亚的认可。 

4、超导材料 

目前，苏州新材料已开始向用户提供性能指标优良的超导带材，随着工艺稳定性的进一步提

高、工艺技术的不断优化，苏州新材料力争在未来的时间内占据国内较大的市场份额。 

提升了千米级带材连续生产工艺的稳定性；解决了银沉积镀银系统、锡焊系统、带材粘合等

工艺的异常；突破了锡焊连接敷铜、LMO厚度实验、掺 Zr实验、等工艺。为满足不同客户需求，

成功研制了 4mm 带材、2.5mm 带材、锡焊连接敷铜带材等多种新产品，产品性能及产能均可满足

市场化需求。超导材料板块以经营计划为导向，联合下游企业，采用项目牵引及产学研联合的方

式，突破技术攻关，实现供给侧改革，推动超导产业发展。2017年上半年着重于突破研发生产、

销售、项目等方面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2017年修订）》的第十六条的规定，补贴收入在

“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他收益”项目，并在附注中单独披露与政府补助有关的信息，

同时根据该准则第四章衔接规定的要求，本企业对 2017年 1月 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

法处理，对 2017 年 1 月 1 日-6 月 30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 9186723.45 元进行调整。对以前年度的

财报列报不造成影响。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