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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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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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0年度公司合并报表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 174,219,560.54 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112,447,735.98 元，利润分配预案为：1、按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11,244,773.60 元；2、扣除 1 项后本期未分配利润为 101,202,962.38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588,198,340.13元，扣除 2019年度现金分红金额及 2020年半年度现金

分红金额共计 103,474,009.74 元，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585,927,292.77 元。3、以未来实施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为基数，以现

金方式向全体股东分配红利，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元(含税)，公司不进行送红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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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城科技 60389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俞建利 从丽华 

办公地址 湖州练市长城大道东1号 湖州练市长城大道东1号 

电话 0572-3957811 0572-3957811 



电子信箱 grandwall@yeah.net grandwall@yeah.net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1、 公司主要业务 

本公司主营业务为电磁线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广泛应用于电机、电器等实现电能和磁能转

换的场合，是国民经济中重要的工业基础产品。目前公司产品已形成上千个规格，产品热级涵盖

130 级-240 级，圆线线径范围 0.06mm-6.0mm 以及扁线截面积 20mm²以下，产品应用可覆盖工业

电机、家用电器、汽车电机、电动工具、仪器仪表等领域。本公司自成立以来专注于电磁线业务

领域，是目前国内同类产品的主要制造商之一，产品销量居于国内同行业前列。 

2、公司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本公司的原材料主要是电解铜、铜杆和绝缘漆。公司主要根据“以销定产、以产定购、合理安排”

的指导原则来编制采购计划，按照“质优价廉、按时按量、优胜劣汰、有效管控”的原则，对主

要原材料采取比质比价采购制度，建立了严格的价格、质量、数量和资金控制程序，对采购过程

实行全程监督。公司所需要的主要原材料国内都有众多成熟的供应商，供应充足，选择面较广。 

（2）生产模式 

公司主要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即每年公司先与主要客户签订框架合同，在合同期内由客户

下达订单，公司根据订单制定生产计划，组织生产。制造部根据生产情况和合同期限安排生产计

划；技术部根据客户的要求制定生产工艺；生产车间按生产工艺组织生产；质量管理部根据产品

检验规程进行中间检验和最终检验，在检验合格后各生产车间将产品包装入库，销售部根据合同

订单按期发货。对于部分标准化通用产品，公司往往会预生产一部分产品作为储备，以满足零售

客户的订单需求以及提高对主要客户的供货效率，并均衡产能、兼顾生产的批量经济性。 

（3）销售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基本上销售于国内市场。本公司采用直销模式进行销售，客户主要是下游生产

厂家。对于公司主要客户，公司与客户每年签订年度供货框架协议，约定产品类型、价格计算方

式、货款结算方式等。此后，在各合同年度内，客户根据实际需求向公司下达具体订单，约定货

物的具体数量、产品类型、交货时间等，公司根据具体订单和库存状况安排采购和生产等事宜。

对于未签署年度供货框架协议的其他客户的订单需求，公司根据具体订单及库存状况安排相应的

发货等事宜。 

本公司产品售价按照“铜价＋加工费”的原则确定，加工费在综合考虑产品品种和规格、结算方

式等因素后与客户协商确定。铜价（电解铜）的定价方式是根据客户的要求，按照上海有色网

（http://www.smm.cn）公布的 1#电解铜平均价格或上海期货交易所铜期货平均价格为定价依据，

采取点价和均价两种方式与客户进行确定。 

3、行业情况 

电磁线是电力设备、工业电机、家用电器、汽车电机、电动工具、仪器仪表等产品的重要构件，

被誉为电机、电器工业产品的“心脏”。经过 30 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电磁线市场已经趋于成熟。

目前我国在电磁线产量上已成为世界上第一生产大国，约占全球生产总量的 50%。随着新兴产业

涌现和传统下游产业的转型升级，下游行业对电磁线产品需求呈现多样化趋势，如：通用电机的

节能推广，带动了耐电晕漆包线和高热级复合结构的电磁线应用和增长；新能源汽车推广带动了

耐电晕、高热级复合结构和小扁线的开发应用等。 

电磁线的应用领域涵盖多个行业，不同行业不同企业对电磁线的产品要求侧重点有较大差异。“中

国制造 2025”为我国制造业未来 10 年顶层规划和路线的设定，将推动中国到 2025 年基本实现工

业化，并迈入制造强国行列。未来智能制造、大数据等技术在电磁线行业将被广泛运用，同时随



着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国家对环保整治力度的加大，新能源、节能环保、智能

化是整个制造业的发展方向，相关的技术将不断应用于家电、汽车、电动工具等电磁线的下游领

域，必将推动特种电磁线向节能环保方向发展。下游各个行业的领军企业在转型升级的同时对电

磁线的产品要求有了更加多样化、差异化的需求，进而促使电磁线企业差异化、专业化发展，具

体体现为：企业根据产品工艺技术和生产管理特点而转向专业化，产品质量更加稳定，性能满足

更加丰富，品种更加多样，电磁线生产由自动化和信息化向智能化发展，实现：减少劳动力、提

高效率、降低材料和能源消耗、环境友好和柔性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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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0,018,962.84 2,898,190,371.37 36.29 1,884,118,944.87 

营业收入 6,273,415,580.11 4,971,330,414.00 26.19 4,979,471,829.7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74,219,560.54 155,838,116.54 11.80 180,799,639.6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45,519,174.41 130,885,405.75 11.18 165,980,263.7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990,037,814.55 1,919,247,361.56 3.69 1,681,037,157.97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49,374,384.29 380,865,193.80 -34.52 -370,952,439.85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98 0.87 12.64 1.1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95 0.87 9.20 1.11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8.87 8.54 增加0.33个百分

点 

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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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1,028,553.86 1,312,681,721.35 1,907,194,641.05 2,132,510,663.85 

归属于上市公司 39,469,275.56 35,698,102.80 50,493,314.58 48,558,867.60 



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24,599,514.43 26,669,074.97 46,614,739.44 47,635,845.57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23,080,819.48 291,797,753.03 -140,032,152.40 -225,472,03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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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9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6,14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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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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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长城电子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 

0 81,745,200 45.82 81,745,20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顾林祥 0 40,758,100 22.85 40,758,100 无   境内自

然人 

湖州智汇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 

0 2,350,000 1.32   未知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许红 0 1,313,300 0.74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苗怀亮 530,481 530,481 0.3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俞建利 507,500 507,500 0.28   无   境内自

然人 

韩笑 468,100 468,100 0.26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洪素华 50,000 450,000 0.25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蔡晓东 208,100 428,500 0.24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苗怀民 421,919 421,919 0.24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已知顾林祥为浙江长城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

东。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亦未知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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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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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经营情况总体稳定。2020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27,341.56 万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 26.1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421.9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1.80%。2020 年

度公司电磁线产品产量 13.2036万吨，较上年同期增长 23.47%；销量 12.9087万吨，较上年同期

增长 2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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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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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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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收款项 3,168,963.16 -3,168,963.16  

合同负债   2,804,392.18  2,804,392.18 

其他流动负债   364,570.98   364,57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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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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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将湖州长城异形线材有限公司、浙江长城电工新材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弘城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浙江长城电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和浙江长城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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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