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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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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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以截至 2021 年 2月 28日的总股本 1,371,366,248 股为基数，向公司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发现金红利 0.48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 65,825,579.90 元,占 2020 年实现的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30.12%。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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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胜股份 600973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学明 张庶人 

办公地址 江苏宝应安宜镇苏中路一号 江苏宝应安宜镇苏中路一号 

电话 0514-88248896 0514-88248896 

电子信箱 1140539416@qq.com 1140539416@qq.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推进高质量发展，相继开展“瘦身健体、提质增效”“制度建设年”“两

金压控年”等工作，持续打好“四大硬仗”，使企业发展质态和发展后劲得到明显增强。大力推进

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建立健全企业“三级”创新体系，加大海缆、特种光纤、电缆附件和高分

子材料等领域技术领军人才和团队的引进，主要情况如下： 

1、营销龙头作用得到强化。 

2020 年，全集团上下积极实施“2236”营销战略，转换营销理念，使宝胜市场的抢占力和掌

控力得到提升，营销龙头作用进一步凸显。 

主体市场稳步增长。在电网招标总量下降超过三分之一的情况下，电力能源等主体市场共新



签同比分别增长。紧抓国家“新基建”项目机遇，成功中标福厦客专、兴泉铁路电气化改造、京

原铁路电气化改造等铁路和城轨项目；地铁市场成功中标哈尔滨地铁、成都地铁、南京地铁等十

多个项目。重大项目成功中标萧山机场、盛虹炼化、南京风电、宝山钢铁等一批重大亿元工程。

特别是装备市场，宝胜股份正式进入商飞合格供应商目录，螺旋线束及组件进入 ARJ21 项目，编

织套（管）通过商飞认证并获得了合格证书；三代核电通信电缆、高温电缆取得突破，实现业绩

近千万元；海缆项目顺利实现投产并完成两根大长度海缆交付，被央视一套、二套和新华日报等

权威媒体报道，企业知名度和美誉度得到有力提升。 

二、行业情况说明 

1、新能源行业 

据 2021 年 1 月 29 日国家能源局一季度网上新闻发布会通报的数据，2020 年我国海上风电新

增装机 306 万千瓦，占全球新增一半以上。另据全球风能理事会（GWEC）数据显示，至 2020 年

底，我国海上风电累计装机约 900 万千瓦，仅次于英国，成为全球第二大海上风电市场已并网的

海上风电项目主要集中在江苏、福建、上海等省市，其中江苏省占全国总装机比例超过 60%。2020

年行业总体呈现保电价、保收益、抢开工、抢并网的发展态势，海上风电产业链持续处于供需不

平衡状态，零部件原材料紧缺、主机价格高涨、施工船机设备资源不足，部分设备及施工费用上

涨达 30%以上。近年来海上风电迎来快速发展，但仍有不少问题有待解决。比如市场机制未发挥

作用：我国海上风电目前还是地方政府导入产业以带动资源分配的“潜规则”。由于我国尚未建立

强制性的市场保障政策，无法形成稳定的市场需求，部分企业发展海上风电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获

取配额来发展常规能源发电，导致海上风电产业发展缺少持续的市场拉动力。 

2、通信行业 

2020 年，我国通信业整体呈现稳中向好运行态势，行业持续向高质量方向迈进。智慧城市、

工业互联网、云计算等新业务成为增长第一引擎，5G 等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加快构建，行业融合应

用加快创新，在助力疫情防控、服务民生、支撑企业数字化转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3、电力行业 

国家能源局发布了 2020 年全社会用电量等数据，数据显示，2020 年全社会用电量 75110 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 3.1%。2020 年，纳入行业投资统计体系的主要电力企业合计完成投资 9944 亿，

同比增长 9.6%。电源工程建设完成投资 5244 亿元，同比增长 29.2%，其中风电、太阳能发电、水

电投资分别增长 70.6%、66.4%、19.0%，电网工程建设完成投资 4699 亿元，同比下降 6.2%，主要

因电网企业提前一年完成国家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任务，占电网投资比重达 44.3%的 35 千伏及以

下电网投资同比下降 20.2%。2020 年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延续平衡态势，华中和南方区域部分省份

电力供需在用电高峰期有所偏紧。同期国内大型流域电站的不断推进以及风电、光伏的抢装，带

动全国电源投资额及装机容量稳步提升，且考虑到“碳达峰、碳中和”的调控目标，未来的装机结

构将继续保持清洁化趋势，进而亦将推动全国发电设备容量持续提升，将会加快跨省跨区电力通

道的建设，有效发挥大电网综合平衡能力，促进新能源发电消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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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19,876,796,784.68 16,979,848,771.81 17.06 16,660,110,325.42 

营业收入 34,138,495,290.67 33,282,921,832.46 2.57 32,184,404,083.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18,513,116.57 154,025,604.03 41.87 117,694,027.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162,152,025.78 134,012,682.19 21.00 95,324,533.17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4,508,909,690.52 3,818,583,791.30 18.08 3,662,261,762.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28,067,923.59 48,663,173.57 -363.17 -831,229,312.99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6 0.13 23.08 0.09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6 0.13 23.08 0.0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4.69 4.14 增加0.55个百

分点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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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6,440,203,008.61 9,304,696,470.47 9,224,764,382.41 9,168,831,429.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880,746.55 83,841,789.98 79,934,731.76 10,855,848.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9,259,808.43 77,139,208.2 62,646,937.26 -16,893,928.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05,325,302.82 465,635,428.8 -322,922,414.99 634,544,36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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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5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5,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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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胜集团有限公司 119,402,985 437,406,433 31.90 119,402,985 无 0 国有法人 

新疆协和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14,772,805 8.3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司   54,000,000 3.94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航新兴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 

  54,000,000 3.94 0 无 0 国有法人 

无锡金投领航产业升级

并购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14,925,373 14,925,373 1.09 14,925,373 无 0 境内自然人 

深圳市星创融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4,925,373 14,925,373 1.09 14,925,373 无 0 境内自然人 

向上   11,740,000 0.8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深圳潇湘君佑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10,944,432 0.8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杨三彩   8,550,339 0.6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8,326,034 0.61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除上述宝胜集团、中航机载及中航新兴均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控股外，本公司未知其他总股本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也未知其相互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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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38,495,290.67 元，同比增长 2.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18,513,116.57元，同比上升 4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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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中“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

计变更”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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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全称 持权比例(%) 注册资本 业务性质 

江苏宝胜精密导体有限公司 100 11,147.88 制造业 

常州金源铜业有限公司 97.73 28,242.90 制造业 

江苏宝胜电线销售有限公司 100 2,000.00 贸易 

宝胜（山东）电缆有限公司 60 22,340.52 制造业 

宝胜（上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95.70 37,580.00 贸易 

宝胜（上海）线缆科技有限公司 95 10,000.00 贸易 

宝胜（香港）进出口有限公司 100 110 万美元 贸易 

宝胜（北京）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100 1,000.00 贸易 



宝利鑫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71.24 14,113.40 制造业 

东莞市日新传导科技有限公司 100 16,800.00 制造业 

上海安捷防火智能电缆有限公司 100 10,500.00 制造业 

中航宝胜（四川）电缆有限公司 51 42,833.47 制造业 

中航宝胜海洋工程电缆有限公司 70 100,000.00 制造业 

宝胜（宁夏）线缆科技有限公司 70 50,000.00 制造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