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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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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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以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1,034,402,200 股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 1,018,450,654 作为股本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7 元（含税），送红股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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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 公司主营业务介绍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主要包括钢结构和化纤业务两大业务板块。 

1、钢结构板块主要业务为钢结构建筑及围护系统的设计、制造、安装以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

等项目的工程总承包,提供从设计、制作、施工、项目管理全过程的工程总承包服务。公司产品涵盖大跨

度空间钢结构、高层重钢结构、轻钢结构、装配式钢结构等系列产品，产品广泛应用于学校、医院、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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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馆、机场航站楼、会展中心、高铁站房、住宅等多个建筑领域。公司始终致力于钢结构主业发展，是装

配式集成建筑服务商，作为国家发改委批准的全国唯一“装配式钢结构住宅低碳技术创新及产业化示范基

地”和住建部全国首批“国家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在技术水平、施工管理、质量控制等方面均领先于

同行业。凭借参与建设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北京首都机场T3A航站楼、广州新电视塔、杭州新建火车

东站、云栖小镇国际会展中心、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江门中微子实验探测器项目等众多标

志性工程，公司在全国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塑造了良好的品牌形象。 

公司凭借在钢结构领域的领先优势，积极推进商业模式及业务模式创新转型，逐步由钢结构专业分包

向EPC总承包转型，提供工程项目的设计、采购及制作、施工全过程服务，公司还提供部分项目的后期运

营服务。在向EPC总承包转型过程中，公司提升了商业地位，这将进一步提高总承包项目的经济收益，同

时也能够缩短总承包项目的回款周期，未来现金流得到改善，经营质量可以全面提升。 

根据公司战略和未来发展趋势，公司将继续实施“1号工程+EPC总承包”双引擎驱动，推动装配式钢

结构的产业化应用，着力培育装配式EPC总承包+大健康的特色商业模式，打造装配式EPC总承包医院、学

校、会展、体育场馆、公共建筑等特色品牌，致力于成为国内新型装配式医院、学校第一品牌。 

2、化纤板块主要业务为涤纶长丝的生产和销售，由全资子公司东南新材料（杭州）有限公司及杭州

东南新材料销售有限公司负责生产和经营。生产的产品包括涤纶预取向丝(POY)、涤纶牵引丝(FDY)、聚酯

切片等产品系列，目前公司设计产能已达到年产50万吨差别化功能性聚酯纤维产品，产品主要应用于服装、

家纺和产业用纺织品等下游领域。 

公司产品的销售以国内市场为主，采用直销方式对外销售，并坚持款到发货的结算模式。公司产品价

格具有波动性，公司主要参考第三方网站公布的主要规格产品价格，并结合原材料PTA和MEG价格走势、公

司库存水平和下游需求情况确定。 

（二）公司所处的行业分析 

1、钢结构行业 

（1）钢结构行业的宏观经济形势 

 国家产业政策变化 

当前，国家大力推进工程总承包和建筑产业现代化，大力发展装配式绿色建筑，为钢结构建筑奠定了

良好的发展基础。但钢结构建筑占比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未来将形成产业化发展局面，发展空间比

较大。且近10年钢结构产量总趋势逐年上升，因此中国的钢结构行业还处于上升期。 

 行业竞争的变化 

当前，建筑行业已经形成传统建筑企业与现代建筑企业的竞争，竞争呈现两极分化。有平台、品牌、

技术、资本、产业基地、产业工人、团队等优势的企业有很强的竞争优势。国家提出建筑产业现代化，无

疑给新型建筑工业化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国家发展格局的变化 

我国正在形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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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和新型城镇化，加大对新老基建的投入，为钢结构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提供了新机遇。十九大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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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丽乡村”建设，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三农会议上，均提出要振兴乡村，这也蕴藏着丰富

的商机。 

 行业产业链、供应链的变化 

央企已经提出了全产业链和全成本管理理念，对于民企来说，压力巨大，产业链、供应链也必须要重

构。 

 行业市场集中度的变化 

当前，建筑业市场跟着国家热点走，要紧紧抓住国家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国家战略，和浙江“努力成

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的历史机遇。尤其杭州正处于浙江省大湾区

大花园大通道建设、杭州“拥江发展”、“前峰会后亚运”的机遇叠加期，发展潜力无限。  

（2）钢结构行业发展现状和趋势 

钢结构建筑具有抗震性能好、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自重轻承载力高、质量优良、建设周期短等特点，

符合我国可持续发展政策，不仅能减少建筑原材料的使用，还能使我国建筑实现工业化、绿色化、标准化。

现阶段，我国钢结构下游需求主要集中于商业地产、公共建筑及工业厂房等领域，主要有机场航站楼、火

车站及大型交通枢纽、会议及展览中心、体育场馆等。该类工程投资主体主要以政府为主，投资规模与社

会经济发展水平、国家财政收支情况、经济周期及国家产业政策密切相关。另外，随着社会对环保节能、

可持续发展的日益重视，绿色建筑将成为工业厂房未来的发展趋势。 

尽管钢结构建筑在国内已有近十年快速增长，但建筑钢结构产量占粗钢产量的比重远低于国际市场，

建筑业生产方式仍然比较粗放，与高质量发展要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在我国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为推

进建筑工业化、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国家出台一系列支持政策及规划，对加快建造方式转变，推动建筑

业高质量发展有积极作用。 

钢结构建筑已从一般工业建筑领域发展到民用建筑领域，随着我国基础工程的大量建设，钢结构在民

航建筑、文化建筑、体育建筑、会展建筑上大量应用，钢结构的技术水平日臻成熟，满足了各方面的需求。

市场需求的扩大，促使我国钢结构技术、产量等方面的进一步发展。同时，新工艺、新用途的钢结构不断

出现，推动行业持续健康发展。据前瞻产业研究院《2018-2023年中国钢结构行业市场需求预测与投资战

略规划分析报告》数据统计，2009-2018年，我国钢结构产量呈现逐年增长趋势。2019-2023年，钢结构行

业有望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预计到2023年，我国钢结构的产量将超过13000万吨。 

 

2、化纤行业 

涤纶长丝行业在国内经过三十多年的迅猛发展，已进入技术、工艺成熟，运用领域广泛的稳定阶段，

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涤纶产量最大的国家。“十三五”以来，我国涤纶长丝行业始终坚持以推动行业供给侧

改革和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推进行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2019年涤

纶长丝产能突破4000万吨。近年来，涤纶长丝新增产能基本来自大型龙头企业，行业前 6 家企业的聚合

产能集中度超过 50%，相比十三五初期，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主要聚集在桐昆股份、恒力石化、恒逸

石化、荣盛石化、新凤鸣和东方盛虹这六家公司。行业竞争格局也从充分竞争的态势，逐步演变成以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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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头企业之间的全方位竞争格局为主。 

涤纶长丝作为纺织品的重要原料，其市场容量和市场前景取决于下游纺织行业对涤纶长丝产品的需

求。纺织业是我国的传统支柱行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我国历来是纺织品的消费大

国，也是纺织品出口大国，纺织业在拉动消费、繁荣市场、吸纳就业、扩大出口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报告期内受到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全球经济疲软，大宗原材料价格剧烈波动等多重因素影响，使得纺

织行业供需两端经受前所未有的冲击，化纤行业景气度下滑。一季度化纤行业整体开工率较低，产品需求

增速放缓，行业产能供需失衡，主要产品市场价格及价差均处于较低水平，与此同时化纤、纺织、服装各

环节产成品库存均有所累积。二季度随着国家对疫情的有效防控，行业生产经营逐步恢复，内需市场也逐

步回暖。自8月开始国内纺织服装需求显著恢复，下半年服装、纺织品出口业务逐步恢复。根据国家统计

局数据，2020年1-11月，全国规模以上纺织企业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3.1%，其中，受防疫类物资需求拉动，

产业用纺织品工业增加值增长56.4%。1-11月，非织造布和化学纤维产量同比分别增长14.4%和1.2%；纱、

布和服装产量同比分别减少10.2%、18.3%和8.8%。化纤产量进入四季度后实现微幅正增长，其他产品产量

均较上年同期减少（根据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有关数据整理）。随着我国疫情防控向好态势不断巩固，我

国纺织品服装需求市场呈现复苏态势。 

由于涤纶长丝行业上游原料及所生产的产品均为石油炼化产品的衍生品，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的影

响，叠加行业间企业之间竞争策略的不同，再加上下游需求受宏观经济、消费升级、出口政策等因素的影

响，行业呈现一定的周期性，盈利状况也有所波动。 

 

（三）公司资质及行业地位 

公司是钢结构产品和新型围护产品的供应商、钢结构建筑体系的一体化服务商，是钢结构行业中的优

势企业，是空间钢结构领域中的龙头企业之一。公司在技术水平、施工管理、质量控制等方面均领先于同

行业，综合竞争力位于全国前列。 

公司生产基地纵横广东、四川、浙江和天津"三省一市"。承接了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北京首都机

场T3A航站楼、杭州新建火车东站、杭州奥体博览中心主体育场、云栖小镇国际会展中心、500米口径球面

射电望远镜（FAST）、刚果布拉柴维尔玛雅玛雅国际机场、委内瑞拉国际会议中心等国内外一大批标志性

工程，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与美誉度。 

现拥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壹级、钢结构制造特级、轻型钢结构工程设计

专项甲级、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专项乙级、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建筑金属屋（墙）面设计与施工特

级、网格结构专项特级、中国金属围护系统承包商特级等资质、中国实验室计量认证（CMA）、美标AISC认

证。2019年1月，公司获得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资质，该资质的取得充分展

示了公司行业领先地位，标志着公司由专业分包向总承包的战略转型升级，向做强、做优、做大又迈出了

一大步。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资质的取得对公司核心业务战略布局与转型升级具有里程碑意义，代表

着公司在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工程总承包和项目管理业务具备自主承接能力，对公司独立参与项目投标，

拓展业务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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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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6,289,931.66 8,976,374,629.37 3.12% 8,694,640,505.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0,812,506.63 267,478,595.00 1.25% 170,718,307.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0,672,533.89 240,722,706.39 -0.02% 156,743,779.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4,511,171.75 320,194,744.95 38.83% -38,698,314.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 0.26 0.00% 0.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 0.26 0.00% 0.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24% 6.44% -0.20% 4.31%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3,650,090,612.56 11,443,472,566.34 19.28% 10,326,604,736.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375,201,816.50 4,278,260,567.79 2.27% 4,033,701,5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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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3,252,663.56 2,295,553,719.27 2,479,726,897.55 2,707,756,651.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02,039,874.58 135,362,199.81 69,546,691.28 -36,136,259.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0,136,464.25 123,202,608.40 64,432,210.48 -47,098,749.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72,557,312.23 -238,095,426.19 135,455,672.22 274,593,6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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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79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4,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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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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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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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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22,925,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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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正福 
境内自然

人 
1.65% 17,0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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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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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2,925,985 股。 

股东殷建木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8,000,000 股。 

股东郭林林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2,00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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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

重冲击，公司保持战略定力，准确判断形势，精心谋划部署，在做好防控疫情的同时，全力复工复产，将

更高质量稳健发展作为战略定位，将风险管控放在首要位置，稳健经营、稳步发展，较好完成全年经营任

务。公司管理团队紧紧围绕年初董事会制定的年度经营计划，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不断创新管理，各项

工作都取得了新的成绩。同时充分发挥公司绿色建筑总承包业务承揽上的优势，深入贯彻落实公司绿色、

健康、创新、资本四大发展理念，持续推进高质量稳健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25,628.99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12%；实现营业利润 33,274.88 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8.1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081.2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25%。 

从业务类型看，工程总承包（EPC）主营业务收入为 67,149.06 万元；钢结构分包业务主营业务收入

603,776.14 万元，同比增加 5.52%；化纤业务主营业务收入为 204,154.36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34.84%。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经营工作如下： 

（1）在业务拓展方面，大力推行差异化发展，打造“装配式+”特色品牌 

 报告期内，公司着力实施“1号工程+EPC总承包”双轮驱动，坚定不移地抢抓“一号工程”、总承包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8 

工程、装配式钢结构等优质客户工程，经营理念由“跟着走”向“领着跑”转变，从专业分包向总承包转

型，创新发展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发展。紧紧抓住国家绿色发展、新型建筑工业化、健康中国

等政策红利，凭借公司的核心技术优势、品牌优势、业绩优势、团队优势，同政府、大型设计院、央企及

国企形成战略合作，积极运用 EPC 总承包模式，在装配式医院、学校、会展、体育场馆等领域取得重大突

破，实现临安区人民医院及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一期工程总承包项目、杭州湾智慧谷二期项目 EPC工程、

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迁建工程 EPC总承包项目等重大项目落地。公司总承包模式的成功转型，也彻底改变

了公司的商业模式和营利模式，未来将大大增强了公司的盈利能力，是公司盈利能力提升的重要转折点。 

（2）在科技创新方面，注重科技研发，引领行业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着力完善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进一步推进创新驱动战略。坚持自主科技创

新、继续加强各类科研平台建设，充分发挥高端技术平台的作用，加强前沿技术研发。紧紧围绕公司的发

展战略，有计划、有重点地立项开发前瞻性强、附加值高、创新性突出的新技术、新工艺、新工法等项目，

努力提升公司的科技水平，引领公司发展。2020年，公司荣获浙江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项、中国标准创

新贡献奖二等奖 1项，获发明专利 2 项、实用新型 12项、软件著作 2项，申报受理专利 44项，其中发明

专利 21 项；自主研发的新型大跨度预应力钢结构关键技术等 6 项科研课题，经鉴定，技术分别达到国际

先进或国内领先水平。公司被评为我国钢结构行业科技创新优秀企业和中国工业科技创新示范企业。子公

司东南钢结构获中国钢结构协会科技进步一等奖；天津东南荣获省级科技类二等奖一项、专利 12 项。公

司参与浙江大学 201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承担 2020年度浙江省建设科研项目 3项、萧山区重大

科技计划项目 1项。参与国家、行业标准编制 5项，其中多腔体组合剪力墙为东南与东南大学联合主编。

此外，应用于绿色建筑智能化管理的 BIM技术开发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已顺利完成”东南网架 BIM工程

项目管理平台“建设。该 BIM 成果，采用华为云，可支持 70 多种主流工程文件格式的轻量化，能充分满

足当前项目管理的需求，且项目数据存于云端，更加安全、便捷，并成功应用于杭州湾智慧谷、青海国际

会展中心和杭州大江东储出（2017）1 号地块等工程，效果良好，有效提升了项目管理水平，推进绿色建

筑向全生命周期发展。其中有三项 BIM 应用成果分别荣获首届全国钢结构行业数字建筑大赛特等奖、一等

奖和优秀奖。 

未来公司将继续做好科技创新的顶层设计，立足国家“新基建”战略，建立“创新联合体”，形成钢

结构建筑产业现代化基础研究+核心技术攻关+科技金融全过程创新生态链。依托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院

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国内高层次科技创新平台，不断加强与国内一流高等院校以及金融企业合

作，坚持外部引进消化吸收和内部自主研发相结合的科技创新思路，积极开展装配式建筑、绿色建造、智

能建造、数字建造等行业前沿技术的应用探索，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行业领先的新技术、新产品、

新工艺，加强与科技金融企业合作加大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推广，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 

（3）在智能制造方面，投资绿色建筑数字化生产基地，提升企业智能制造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着力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先进制造产能，

依托互联网、物联网与大数据实现集成与互联。围绕做强公司主营业务，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东南绿建集

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年产 20万吨新型装配式钢结构数字化工厂建设项目”，该项目建设基于高度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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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化的物流、仓储、及柔性加工制造能力基础上，建设以 MES系统为核心的、与上下层信息系统高度集成、

高度协同的智能信息化管理平台。通过智能信息化平台大幅度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高度协同研产供销

存全生态链，使公司能够对客户订单实现快速响应、高效协同、快速交付高质量产品的能力。项目引进了

国内外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智能化升级方案，着重提高公司装配式钢结构制造能力并形成装配式新型墙体的

规模生产能力，提升产品制造过程的自动化、智能化水平，从而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人工成本，进一步提

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以利于抢占市场先机。 

（4）在管理创新方面，开展精细管理，推动经营成本持续优化 

目前公司已逐步建立起特有的发展模式，强有力的管理团队，全面的财务管理体系，完善的市场网络，

综合的信息系统和创新的运营管理，取得了卓越的经营绩效。面对 2020 年疫情的冲击和严峻复杂的经济

形势，董事会坚定信心，主动作为，积极部署开展精细管理、挖潜增效行动，努力将疫情影响降到最低。

一是加强供应链管理，包括对燃气、工业气体、五金配件、焊丝等，采用终端采购，减少中间环节，大大

降低成本。二是进一步梳理和规范外协外包业务流程，成立招标委员会，特别是对 EPC总承包方面的专业

分包进行严格把控，提升效益。三是解放思想，打破传统，敞开大门，引进新的外协外包单位，大大降低

成本。四是提出“管理从仓库开始，考核从定额抓起”，通过实施定额管理，锁定成本。 

未来公司将继续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完善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和管理

制度为抓手，以严格监管执法、强化风险防范、深化隐患排查治理、加强宣传教育为保障，不断加强内部

管理建设，提升公司治理结构和管理水平。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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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总承包 671,490,632.76 88,431,075.10 13.17% - - - 

钢结构分包 
6,037,761,410.

23 
934,182,880.41 15.47% 5.52% 12.46% 0.95% 

化纤 
2,041,543,629.

18 
-54,027,809.66 -2.65% -34.84% -139.43% -7.02% 

其他业务 28,394,055.69 4,449,259.77 15.67% 1,361.68% 695.62% -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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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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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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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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1.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

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追溯

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2020年1月1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  目 资产负债表 

2019年12月31日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响 2020年1月1日 

 存货    3,741,973,071.75    -2,397,808,722.96    1,344,164,348.79  

 合同资产                         2,238,799,573.45    2,238,799,573.45  

 其他非流动资产      166,884,170.00       117,340,515.76      284,224,685.76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22,909,026.91       22,909,026.91  

 预收款项      267,982,123.23      -267,982,123.23                      

 合同负债                           242,053,749.93      242,053,749.93  

 其他流动负债       26,601,539.07        25,928,373.30       52,529,912.37  

 递延所得税资产      124,219,498.63         2,827,963.54      127,047,462.17  

 盈余公积      109,614,613.40        -1,425,643.91      108,188,969.49  

 未分配利润    1,048,274,879.35       -14,505,999.39    1,033,768,879.96  

2.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9年度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该项会计政策

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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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 出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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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东南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 

投资设立 2020年1月9日 700,000.00 100.00%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春祥 

                                               2021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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