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3618                                                  公司简称：杭电股份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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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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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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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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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婷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永通路18号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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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没有改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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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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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压到低压的各类电力电缆、导线及民用线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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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17 年通过收购富春江光电，快速切入光通信产业，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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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公司具备了光通信产业从“光棒—光纤—光缆—光

器件”一体化产业链。 

富春江光电成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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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永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4 月，专门从事制造光纤预制棒（以下简称“光棒”）、

光纤生产销售，采用全合成气相沉积生产预制棒工艺（简称 VAD/OVD）项目设计产能为 300 吨光

棒暨 1,000 万芯公里光纤。公司通过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建设项目一期工程，即 150 吨

光棒暨 500 万芯公里光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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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的规模优势和品牌知名度。 

 

国家产业政策方面，根据国家能源局 2015 年发布的《配电网建设改造行动计划（2015-2020）》，

“十三五”期间配电网建设改造投资累计投资不低于 1.7 万亿元；年均投资预计 3,400 亿元。预计

到 2020 年，高压配电网变电容量达到 21 亿千伏安、线路长度达到 101 万千米；中压公用配变容

量达到 11.5 亿千伏安、线路长度达到 404 万千米。同时，“十三五”还制定了总投资额 7,000 亿

元以上的农村电网改造升级计划，由此可见，“十三五”期间我国电力电缆市场需求旺盛。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6 年发布的《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十三五”期间，国家电网公司

将加快建设中国能源互联网，到 2020 年国家电网公司将建成东部、西部同步电网。110KV 及以上

线缆长度将超过 129 万千米，规划分三批建设 23 条特高压工程，其中，“十三五”期间建成投产

19 条，开工 4 条。南方电网公司规划再建 6-8 个输电通道，满足云南、藏东南和周边国家水电向

广东、广西送电要求；跨区域送电将主要采用直流输电技术实现。到 2020 年，500 千伏变电容量

超过 2.9 亿千伏安，线路长度超过 4.8 万千米；220 千伏变电容量超过 4.6 亿千伏安，线路长度超

过 9.2 万千米；110 千伏变电容量超过 4.6 亿千伏安，线路长度超过 13 万千米。“十三五”期间，

国家更加注重能源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积极发展天然气、核电、可再生能源等清洁能源。2020 年

常规水电规模达到 3.4 亿千瓦，“十三五”新开工规模 6,000 万千瓦以上；2020 年风电装机规模达

到 2.1 亿千瓦以上，风电与煤电上网电价基本相当；光伏装机达到 1 亿千瓦左右，光伏发电与电

网销售电价相当。可再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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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四纵四横”城际

电动汽车快速充电网络，新增超过 800 座城际快速充电站。新增集中式充换电站超过 1.2 万座，

分散式充电桩超过 480 万个，满足全国 500 万辆电动汽车充换电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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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推进高速铁路成网，完善国家高速公路网络，适度建设地方

高速公路，增强枢纽机场和干线机场的功能。到 2020 年，全国新建铁路不低于 2.3 万公里，规划

营运总里程不低于 14.4 万公里，总投资不低于 2.8 万亿元；新建城市轨道交通营运里程约 3000

公里；新建改建高速公路通车里程 3 万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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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

实“十三五”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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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组织实施 2019 年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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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印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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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了信息消费的发展目标，到

2020 年，信息消费规模预计达到 6 万亿元，年均增长 11%以上，力争 2020 年启动 5G 商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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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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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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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光纤光缆

在不断扩产过程中，目前，我国的 5G 建设不断提速，不论是在标准、频谱规划亦或是系统架构

等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进展。 

 

目前，三大运营商都制定了 2019 年 5G 发展目标，即从规模适用向试商用转变。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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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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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5,687,190,374.33 4,826,467,748.77 17.83 4,570,286,074.07 

营业收入 4,377,309,272.04 4,160,958,409.60 5.20 3,674,577,251.6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00,669,875.65 100,342,002.86 0.33 140,881,409.7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09,408,006.96 85,927,966.48 27.33 108,841,726.7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2,221,863,117.98 1,989,228,187.97 11.69 2,342,860,377.18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706,013,138.61 207,815,842.88 -439.73 -230,766,299.23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5 0.15 0.00 0.2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5 0.15 0.00 0.21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4.75 4.65 增加0.1个百分

点 

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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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1-3 月份） （4-6 月份） （7-9 月份）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953,035,049.84 1,038,839,187.28 1,058,366,207.87 1,327,068,827.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4,731,897.56 6,358,470.27 22,969,076.86 26,610,430.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0,006,204.12 11,503,505.07 32,901,861.00 24,996,436.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569,364,523.74 -230,712,578.88 26,535,273.14 67,528,69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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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1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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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000,000 31.45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

有限公司 

  144,000,000 20.96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孙庆炎 290,000 19,582,259 2.85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华建飞   7,770,000 1.13 0 质押 5,254,330 境内自

然人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万能三号 

  7,227,139 1.05 0 无 0 其他 

吴伟民   6,000,000 0.87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郑秀花   5,070,000 0.74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章勤英   5,070,000 0.74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章旭东   4,500,000 0.66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陆春校   4,500,000 0.66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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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伟民、章旭东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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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团有限公司为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浙江富春

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为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以上股

东。华建飞任杭电股份董事长。章旭东任杭电股份监事会主席。

陆春校为杭电股份副董事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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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7,309,272.04 元，同比增长 5.20%；净利润 112,740,764.47

元，同比下降 8.57%；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100,669,875.65元，同比增长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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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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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州永通电缆有限公司、杭州永特电缆有限公司、杭州

永腾输变电工程有限公司、杭州永通智造科技有限公司、杭州永通新材料有限公司、浙江富春江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吉欧西光通信有限公司、江苏富春江光电有限公司、富春江光电（苏州）

有限公司和杭州永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 11家子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情况详见本财

务报表附注合并范围的变更和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之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