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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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张伟峰 身体原因 高秀环 

 

4 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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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中证天通[2021]证审字第

0100004 号），四方股份母公司 2020 年度实现净利润为 233,003,035.22 元，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

润为 1,378,188,370.06 元。公司拟以 2020 年末总股本 813,172,000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 9.80

元（含税），合计发放现金红利 796,908,56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本次利润分

配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和送红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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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方股份 60112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郗沭阳 秦春梅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四街九号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四街九号 

电话 010-82181000 010-82181000 

电子信箱 ir@sf-auto.com ir@sf-auto.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 主要业务 



公司作为中国能源与工业自动化领域的领先企业，以“让电力更安全、更智能、更高效、更

清洁”为使命，专注于智能发电、智能电网、智能配电、智慧用电等领域，提供以继电保护、自

动化、电力电子等技术为核心的产品、技术咨询及系统解决方案。先后参与 1000kV 特高压工程、

三峡工程、西电东送、青藏铁路、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张北风光储输等国家

重点示范工程的建设。产品遍及全国并远销 60 多个国家及地区，市场份额稳居行业前列。 

智能电网业务：为输变电领域提供从 1000kV 特高压到 10kV 低压全系列的保护、自动化产品

及解决方案，如继电保护、变电站自动化、直流输电控制保护、安全稳定控制及保护、调度自动

化、继电保护信息及运维系统、智能运检，并在上述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和技术底蕴，处于国际

先进行列。 

智能配用电业务：为国内外电网及大型用电企业的智能配电及能源互联建设，提供一二次融

合装备、智能配电开关、智能终端、配电自动化主站、配用电运维管控系统等全系列产品、整体

解决方案及配套服务。 

智能发电业务：面向海上风电、陆上风电、分散式风电、集中式光伏、水面光伏、分布式光

伏等新能源发电领域，提供并网友好、自主可控的场站一体化解决方案及风光储集中调控运维系

统产品；面向水电、火电等传统发电领域，提供自主可控 DCS/PLC、电气自动化、仿真等产品，

助力发电企业的智能化、智慧化及自主可控建设。 

智慧用电业务：面向钢铁冶金、石油化工、轨道交通、港口、园区等行业供用电领域，提供

供用电系统智能保护与控制、能效优化、物联安全等整体解决方案与服务；面向终端客户用电场

景，提供安全用电、透明用电、可靠用电、经济用电的物联网（IoT）整体解决方案与服务，持续

提升用户用电领域的智能化和智慧化水平。 

电力电子应用业务：面向电力、工业等领域提供电力电子设备供应与技术服务，包括电能质

量综合治理、高压直流输电、直流配网成套、高可靠性供电、新能源储能系统等产品与解决方案，

实现电能高效、可靠、智能、清洁的传输与利用。 

2. 经营模式 

公司在北京、保定、武汉、南京、湖州等地设立了多个研发和生产基地，公司实行订单式生产，

根据客户需求，设计开发和生产符合要求的产品，并为客户提供一系列相应的售后服务。同时，

公司正在积极拓展工程总包、运维服务等新型业务模式。 

3. 行业情况 

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经济受到沉重打击，同时受贸易逆全球化趋势的影响，我国

进出口贸易持续波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随着国内疫情的有效控制，复工复产快速推进，经济

运行逐步恢复常态，GDP 同比增长 2.3%。 



2020 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7511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1%。电源工程投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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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机延续

绿色环保趋势，风电装机容量持续快速增长，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增速提升；电网工程建设投资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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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2 日，习近平主席在气候雄心峰会上宣布到 2030 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二氧化碳排放将比 2005 年下降 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 25%左右，森

林蓄积量将比 2005 年增加 60 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将达到 12 亿千瓦以上。作为

负责任的大国，“碳达峰、碳中和”成为我国一以贯之的奋斗目标，为能源电力工业提供了重大战

略机遇，将深刻影响电力行业的发展和布局，并将极大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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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58,428,888.24 5,832,954,421.24 17.58 5,628,672,464.60 

营业收入 3,863,193,917.52 3,681,198,033.45 4.94 3,528,688,645.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43,951,415.13 187,878,181.10 83.07 216,997,146.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55,609,059.74 164,845,860.06 55.06 199,388,345.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157,408,719.46 3,917,489,329.89 6.12 3,972,415,285.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85,428,570.62 860,747,324.05 14.49 519,192,236.24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3 0.24 79.17 0.2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3 0.24 79.17 0.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8.57 4.78 增加3.79个百分点 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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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116,771.38 1,065,362,560.70 1,325,125,521.32 1,136,589,064.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1,049,395.54 118,082,005.90 186,590,136.87 100,328,667.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64,135,072.75 111,377,747.68 174,466,675.47 33,899,709.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5,975,726.39 121,443,627.63 259,140,569.67 498,868,64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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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9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4,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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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方电气（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0 366,929,706 45.12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洪泽君 0 40,630,000 4.996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北京中电恒基能源技

术有限公司 
0 38,196,802 4.70 0 无 0 国有法人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

股份有限公司－启航 1

号员工持股计划 

31,739,500 31,739,500 3.9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4,138,000 21,753,390 2.68 0 无 0 未知 

周伟青 -65,000 14,386,200 1.7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0 7,830,800 0.96 0 无 0 未知 

杨奇逊 0 6,454,680 0.7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绪昭 0 4,315,160 0.5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周伟芳 -166,000 3,900,000 0.4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杨奇逊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

一，是控股股东四方电气集团之第一大股东；王绪昭先生为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是控股股东四方电气集团之第二大股

东；（2）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启航 1 号员工

持股计划是公司启航 1 号员工持股计划专用证券账户；（3）

除上述情况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

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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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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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3 亿元，同比增长 4.9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

润 3.44 亿元，同比增加 83.07%；现金流方面，受益经营环境的持续改善及有效的经营举措，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9.85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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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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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16 户。详细情况见“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和

“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高秀环 

2021 年 3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