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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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电股份 60361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杨烈生 

电话 0571-63167793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永通路18号 

电子信箱 stock@hzcabl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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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8,626,372.24 5,687,190,374.33 9.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573,548,083.04 2,221,863,117.98 1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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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8,288,756.73 -800,077,102.62   



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2,150,968,084.84 1,991,874,237.12 7.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0,799,053.74 51,090,367.83 19.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0,281,887.40 51,509,709.19 17.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70 2.57 增加0.1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9 0.07 28.5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9 0.07 2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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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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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1.26 216,000,000 0 无 0 

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0.84 144,000,000 0 无 0 

孙庆炎 境内自

然人 

2.83 19,582,259 0 无 0 

华建飞 境内自

然人 

1.12 7,770,000 0 质押 2,024,250 

郑秀花 境内自

然人 

0.73 5,070,000 0 无 0 

章勤英 境内自

然人 

0.73 5,070,000 0 无 0 

章旭东 境内自

然人 

0.65 4,500,000 0 无 0 

陆春校 境内自

然人 

0.65 4,500,000 0 无 0 

夏卢珍 境内自

然人 

0.31 2,135,800 0 无 0 



徐俊 境内自

然人 

0.29 1,970,600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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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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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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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国内外政经形势复杂多变，公司所在两大行业的经营背景及上下游产业都发生深

刻变化。电力电缆行业受经济下行影响，市场竞争加剧；市场侧总体延续了 2017年开始的行业监

管力度，产品质量声誉不容闪失。光通信板块受行业供求关系等因素的影响，经营压力较大。公

司经营团队面对不利形势，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公司坚持“做有质的量”的经营策略，对外“拓

展优质市场、抢抓优质订单、提升优质服务”，确保生产经营的稳定；对内“强化基础管理、提升

产品质量、推进工艺创新”，积极消化不利因素，稳定了较好的经营业绩。 

1、围绕“拓展优质市场、抢抓优质订单、提升优质服务、压降二项资金、防范市场风险”落

实各项营销任务。报告期内，电缆行业受经济下行的压力加大等宏观因素的影响，行业整体发展



受到一定的影响。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及行业形势，公司始终坚持“有质的量”的经

营方针，提高新增订单的毛利率；优化产品工艺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品质量。公司将压降二项

资金放在营销工作的首位，加强对应收款的疏理和对账，落实回笼计划，防止呆账、死账的产生。

通过全员努力，开启了公司高质量发展的经营模式。 

2、坚持调结构、拓市场，保持产销量的稳定。正确处理“质与量”的关系，市场质量监管整

顿的高压态势改变了电缆企业传统的经营模式，通过行业加速洗牌，淘汰了落后产能，使得电缆

行业健康发展。报告期内，依托公司在业内的规模优势及良好口碑，公司审时度势，制定销售政

策，加大考核，控制订单质量，稳定电力市场的优质订单，做好招投标工作；针对电力市场订单

量下降，公司加大外销市场和轨道交通市场的拓宽力度，保持整个产销量的平衡。 

3、坚持优工艺、降消耗，提质增效初显成效。报告期内，公司依托技术创新委员会，加大技

术创新、工艺革新和新产品开发的力度；按照高新技术企业的规范，依托“杭电股份电缆研究院”

科研平台，开展技术创新活动。 

4、坚持产供销协调机制，强化各基地的运行质量。随着永特电缆东洲生产基地的顺利投产，

杭电股份电缆版块完成三地（浙江富阳、千岛湖、安徽宿州）四基地的生产格局。报告期内，富

阳东洲永特生产基地通过 “强中层”、“稳基层”、“抓现场”将安全与文明生产的各项工作落在实

处，通过稳定职工队伍，进一步夯实管理基础，在成本控制、节能降耗、提升品质、现场管理等

方面都取得了明显进步。宿州生产基地重点做好对标总部提升质量、强化管理提升效率工作。富

阳高尔夫路生产基地作为公司最大的生产基地，始终保持满负荷的运行。公司将产量、质量、成

本、安全与文明生产作为生产管理的四大要素，制定和实施精细化管理实施细则，通过倡导成事、

立制、育人的管理理念，提升团队的管理意识和能力；避峰用电，通过将大耗电量的拉丝设备全

部安排在晚间开机生产实现节能降耗降低成本的目的。 

5、坚持“查三点”、补短板，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随着企业经营规模的不断加大，为了进

一步夯实企业的内部管理基础，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公司开展内部管理评审，重点消除生产经

营过程中还存在“盲点、痛点和弱点”的问题，形成管理闭环，提升管理效能；各部门围绕年度

工作目标，剖析影响目标完成的“痛点”原因，制定相应的保障措施；优化调整人员结构，提高

管理人员的业务水平，查“弱点”补短板，强化绩效考核，下放考核权利，探索月月考核的绩效

模式来激发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6、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报告期内，公司转让富春江光电 100%股权及除永特信息以外的其

全部子公司的股权，优化了公司资产结构，规避了光通信行业滑坡给公司造成的风险和负担；完



成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的结项工作，上述两项工作结束，所结余的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永久补充

公司的流动资金，降低了公司财务成本。 

7、加强企业党建和宣传工作。报告期内，公司党委组织党员参加开发区党员春训培训，提升

党员的政治意识和理论水平；开展“党员眼里看成本”巡查活动，将此作为党员固定日活动的主

要内容之一，让全体党员参与公司管理深化、降本增效、安全生产及质量月活动，发挥各支部的

战斗堡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助推各项活动取得实效；做好新党员的发展，安排 6 位党员积

极分子参加党校培训，拟发展预备党员 4 人；积极开展党建交流活动，先后与多个单位的党组织

进行交流活动，并邀请钱塘新区两新协会 20 余家会员单位参加集团“七一”表彰大会。认真做好

企业的宣传工作，公司展示厅正式对外接待，开通企业公众号，运用互联网进行公司重大活动、

微党课、先进人物等宣传，通过公司宣传窗，集中对先进人物进行宣传，向全体员工传递企业的

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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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

项目名称和金额) 

2019 年会计报表格式变更 

执行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的

《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

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

文件，变更财务报表格式 

详见其他说明 

其他说明： 

1、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9]6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

企业 2019 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采用追溯调整

法，2018 年度财务报表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见下表：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852,300,159.53 
应收票据       377,595,627.30 

应收账款     1,474,704,532.23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616,179,791.22 
应付票据       237,252,543.01 

应付账款       378,927,24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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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