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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36                             证券简称：富通鑫茂                         公告编号：（定）2021-001 

天津富通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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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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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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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通鑫茂 股票代码 000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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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翔 汤萍 

办公地址 
天津市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梅苑路 6 号

海泰大厦十六层 

天津市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梅苑路 6 号

海泰大厦十六层 

传真 022-83710199 022-83710199 

电话 022-83710888 022-59007923 

电子信箱 ir@000836.net ir@000836.net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光通信具体包括用于运营商电信网络和企业级数通建设所需的光纤光缆、光器件/光模块、光电设备等

光通信产品，以及光网络的规划、建设和优化等网络服务。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专业从事以光纤光缆制造

为核心的光通信业务。 公司主要产品为通信普通光缆（以下简称“普缆”）、特种8字光缆、大芯数微缆、

光电混合光缆、蝶缆等光缆类产品；G.652D、G.657A2、G.654、G.655等单模通信光纤类产品；光纤制造

所需合成光棒、天然石英光棒大套管等产品。其中，普缆和光纤为公司对外交付和销售的主要产品，光缆

产品的最终使用客户主要为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广电等国内电信运营商以及国内铁路、

公路、地铁等陆路交通和城市基础建设的投资方或总包方；光纤产品的销售客户主要为光缆制造厂家。 

公司近年来同时积极发展石英制品业务，公司控股子公司久智科技根据国内外客户的订单，提供半导

体行业、太阳能、激光行业所用的刻蚀反应管、清洗槽、石英加热管、点火装置等各类石英制品，并同时

可加工生产理化实验用各类精密石英仪器和器皿。  

报告期内，受全球新冠疫情、国内普缆及对应光纤和光棒产能阶段性过剩的双重影响，光纤光缆产品

销售价格仍处于历史低位区间，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较大挑战。报告期内，受益于国家“新基建”，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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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的加速建设，国内光缆需求相对保持稳定。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延缓国内纤缆

厂商向海外市场拓展的进度。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克服市场环境等不利因素的影响，确保企业经营稳健及人员稳定。一方面继续拓

展自主市场份额和自有品牌建设。公司连续第二年中标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的普缆光缆集采项目并取得较

好名次和较大份额；首次中标中移动特缆集采项目、国铁集团铁路建设集采项目。另一方面持续开展光通

信产品的技术创新和研发工作，以期不断提高产品的多样性和市场适应性，打造未来可持续的盈利点，以

稳固和发展公司独有的“棒材—光棒—光纤—光缆”产业链。未来，公司在产业规模、产业联动、核心竞争

力、研发实力等诸多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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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18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052,099,971.88 1,137,953,614.14 1,141,737,253.71 -7.85% 2,663,720,225.11 2,667,790,819.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1,799,149.70 40,951,023.45 40,784,772.85 -71.07% 66,669,158.51 67,638,583.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0,083,060.19 19,419,157.47 19,419,157.47 -203.42% 7,343,341.95 7,343,341.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91,368,970.46 16,140,297.93 17,684,336.91 416.67% 117,687,682.65 117,561,862.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98 0.0339 0.0337 -70.92% 0.0552 0.056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98 0.0339 0.0337 -70.92% 0.0552 0.05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4% 3.27% 3.24% -2.30% 4.45% 4.50%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2018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2,611,660,175.71 2,572,784,086.38 2,583,227,514.35 1.10% 3,061,449,363.50 3,074,516,292.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257,130,802.54 1,245,242,251.66 1,249,431,652.84 0.62% 1,319,692,894.43 1,324,835,84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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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947,195.86 335,629,443.19 281,160,353.61 304,362,979.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907,437.98 15,698,318.76 -938,522.72 9,946,791.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525,234.08 8,555,063.38 -1,898,217.60 -7,214,671.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6,356,591.43 25,705,199.01 -35,955,211.21 187,975,57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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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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631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57,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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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富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92% 144,037,223 0   

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22% 87,222,616 0 
质押及冻结 87,169,999 

冻结 52,617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99% 48,215,773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

泰中证全指通信设备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3% 6,445,200 0   

杭州富通民安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3% 6,420,933 0   

杭州富通国泰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2% 5,107,700 0   

陈坤 境内自然人 0.38% 4,582,500 0   

毛华锋 境内自然人 0.37% 4,443,000 0   

王晓茜 境内自然人 0.36% 4,347,122 0   

吕帅 境内自然人 0.35% 4,24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杭州富通国泰投资有限公司、杭州富通民安投资有限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

业，为公司关联法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上述股东中毛华锋为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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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全球疫情肆虐和“经济逆全球化”趋势，2020年3月国家及时出台了5G、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

等七大方向“新基建”举措。报告期内，受益于国内5G网络建设加快实施，国内光缆总体需求规模稳定；

但由于国内运营商光缆集采价格进一步下挫，给国内光纤光缆厂商的经营带来较大的挑战。 

报告期内，公司克服疫情和市场价格持续下滑带来的诸多困难，恢复稳固“棒材—光棒—光纤—光缆”

产业链各实体的运营生产。全年实现销售收入10.52亿元，同比减少7.85%，其中光通信主营业务收入10.18

亿元，同比减少8.38%。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工作如下：  

1、全力抗击新冠疫情，顺利复工复产  

新冠疫情发生后，根据疫情防控工作的总体要求，公司及时制定各项防控措施并积极组织落实。在周

密部署、科学防护、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经过自我评估并获得各辖区内主管部门批准后，遵循可控和有序

的原则，历经一个月时间，公司本部和各地实体子公司陆续实现复工、复产。复工复产以来，公司及各实

体子公司，一方面抓好疫情防控，一方面抓生产经营，实现了全年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的两方面的工作任

务。 

2、稳固经营生产基础，突破历史订单份额  

报告期内，公司一方面继续做好现有电信运营商光缆订单的执行和开拓，另一方面积极主动开拓国内

铁路、公路、地铁等陆路交通和城市基础建设所涉及的专网业务，并首次中标中国移动特缆集采项目、国

铁集团铁路建设集采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在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的普缆、特缆集采项目中标份额较去年大幅提升，合计约1,700

万芯公里，同比上年度的中标份额增加了近410%，进一步提升公司自有市场地位，增加自身竞争力和品牌

影响力，为公司各产品的匹配及2021年稳定有序的生产提供了重要保障。 

报告期内，大份额普缆的中标使公司进入中国移动、中国电信重要供应商行列；特种光缆首次在中国

移动的中标也反映了公司产品差异化竞争力的提升。  

3、新产品、新品类加快布局，新工艺、新产品及技改项目进展顺利  

报告期内，公司下属实体公司新工艺、新产品及技改项目进展顺利。  

久智科技以其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频等离子沉积技术为核心，开发的等离子实芯光棒实现规模化生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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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并实现了由主要生产光棒用大套管向主要生产新型光棒的转变。山东富通努力克服新冠疫情带来的

不利影响，光棒生产已全面进入量产阶段，其配套光纤生产线也已逐步具备量产能力。同期，山东富通还

在积极布局新型光纤、新型光棒和合成材料开发。 

报告期内，天津光纤、富通成都发挥各自自身优势，从以往主要生产G.652D常规光纤品种向开发生产

多品种差异化光纤方向发展，G.657A2、G.655及超低大有效面积光纤的业务规模明显提升。 

富通成都的微缆、尼龙缆、8字缆等特种光缆产品以及天津光缆的大芯数带状光缆等工艺技改成效明

显，天津光缆滨海新区分公司特缆项目、蝶缆项目进展顺利。  

4、成本控制和质量提升双轮驱动，产品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报告期内，面对国内日益严峻的行业竞争态势，有效降低成本并确保产品质量，是公司需要开展的重

要工作。  

公司遵照“竞争力优先、效益优先、投入产出比优先”的策略和“做优、做精、做细”的原则，各运

行实体继续优化工艺，降低单耗。加强内部人员培训，推进节能、降耗工作，提升员工技能水平，整合、

改善生产管理系统及ERP系统，进一步提升生产效率和设备利用率，降低成本的同时保障产品质量。 

5、知识产权与荣誉 

报告期内，久智科技获得发明专利1项，实用新型专利10项，获得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首

批“河北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河北省优秀专利奖、河北省优秀企业技术中心等荣誉；山东富通获得

实用新型专利3项；天津光缆获得实用新型专利5项；天津光纤获得实用新型专利6项，同时该公司参加天

津滨海高新区总工会组织的职工创新创效成果展示，获最佳创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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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通信网络产品 1,013,241,898.32 857,978,775.95 15.32% 8.47% -4.69%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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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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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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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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执行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2017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14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本公司2020

年度财务报表按照新收入准则编制。根据新收入准则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对于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

数调整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不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执行新收

入准则对2020年期初报表项目影响如下： 

报表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月1日 

负债   

其中：合同负债   400,195.81 

预收款项 452,221.27   

其他流动负债   52,025.46 

与原收入准则相比，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度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 

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报表项目 新准则下期末余额 原准则下期末余额 

资产   

 存货 300,674,287.23 300,208,506.96 

负债   

 合同负债 4,205,208.99   

 预收款项   4,751,886.20 

 其他流动负债 546,677.21   

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报表项目 新准则下本期发生额 原准则下本期发生额 

营业成本 880,499,117.34 872,553,569.39 

销售费用 5,149,237.50 13,560,56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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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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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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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20年12月31日，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计12户，详见第十二节、九“在其他主体中的

权益”。2020年度合并范围比2019年度增加1户，详见第十二节、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天津富通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 徐东 

                                                                2021 年 4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