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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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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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0 年度母公司全年实现税后净利润为

598,595,377.87 元。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提取 10%的法定盈余公积，加上实施上年度利润

分配后的剩余未分配利润后，截至 2020年末母公司可分配利润为 667,121,330.07元。 

2020 年度，公司拟进行如下利润分配方案：以期末总股本 5,718,435,744 股为基数，每 10

股现金分红 0.62元（含税），拟分配现金股利 354,543,016.13元，占上市公司合并报表归母净利

润的 30.1%，2020年分配后母公司的未分配利润为 312,578,313.94元。 

2020年度，公司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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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英大 600517 置信电气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牛希红 仲华 

办公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国耀路

211号C座9层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国耀路

211号C座9层 

电话 021-51796818 021-51796818 

电子信箱 600517@sgcc.com.cn 600517@sgcc.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020年，公司积极推进转型发展，圆满完成重大资产重组，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英大信托和

英大证券（含英大期货）股权，通过增资扩股控股英大保理，强化碳资产管理力量，主营业务由

电气制造业转变为“金融+制造”双主业，涵盖信托、证券、期货、保理、碳资产、电力装备等业

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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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主要业务和经营模式 

1.信托业务 

公司控股子公司英大信托主要从事信托业务和固有业务。信托业务指英大信托作为受托人，

按照委托人意愿对受托的货币资金或其他财产（权）进行管理或处置，并从中收取手续费，信托

产品投资范围涵盖金融、能源、基础设施、工商企业等各个领域，信托产品种类包括单一资金信

托、集合资金信托和财产权信托；固有业务以投资类业务为主，投资标的类型以固定收益类投资

为主，权益类投资作为补充，在控制风险的基础上追求投资收益最大化。 

2.证券业务 

公司控股子公司英大证券为综合类证券公司，主要从事证券经纪、信用交易、投资银行、自

营投资、资产管理、科创板跟投等业务。经纪业务是指代理买卖证券业务；信用业务是指融资融

券业务及股票质押业务；自营投资业务是指以自有资金或依法筹集的资金以自身名义买卖股票、

债券、权证、证券投资基金等有价证券，并自行承担风险和收益；投资银行业务是指通过保荐并

承销客户的股票或债券等融资产品、或提供财务顾问服务，以收取承销费、保荐费、财务顾问费；

资产管理业务是指为客户提供证券及其他金融产品的投资管理服务；科创板跟投业务是对公司保

荐科创板项目实施跟投及投后管理。 

3.期货业务 

英大证券控股子公司英大期货主要从事期货经纪、资产管理、固定收益和投资咨询业务。期

货经纪业务是指接受客户委托，按照客户的指令，代理客户买卖期货合约、办理结算和交割手续；

资产管理业务是指接受单一或特定多个客户的书面委托，根据制度规定和合同约定，运用客户委

托资产进行投资，并按照合同约定收取费用或者报酬；固定收益业务是指投资债券、基金、信托

产品、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等收益稳定的金融产品，其中以债券、信托、银行理财产品为主；

投资咨询业务是指为客户提供风险管理顾问、期货市场研究分析和交易咨询服务。 

4.保理业务 

公司控股子公司英大保理主要从事应收账款保理融资业务，基于供应商应收账款为其提供融

资，助力优化财务结构，并从中赚取利差收入，业务范围涵盖电网电费、设备制造、工程机械等

领域。 

5.碳资产业务 

公司控股子公司英大碳资产主要从事碳审核、碳资产开发、碳交易、碳金融、低碳及碳市场

相关课题研究、绿色供应链管理等业务。碳审核是指依据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标准，为企业编

制或审核碳排放报告，提供碳排放管理建议；碳资产开发是指为客户提供 CCER 项目的设计、备案

以及签发服务；碳交易包含经纪业务和自营业务，经纪业务是指按照客户提出的条件，完成碳交

易的撮合及碳资产的转让过户，自营业务是指根据碳资产的市场价格买卖碳的相关产品；碳金融

是指与金融机构合作为各类客户提供创新的碳金融融资工具；低碳及碳市场相关课题研究是指在

环境市场建设、低碳城市、绿色金融等方面，为政府和企业提供前瞻性课题研究；绿色供应链管

理是指为企业构建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提供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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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电力装备业务 

电力装备事业部主要从事电气及新材料设备、电力运维业务、节能与工程服务相关的研发、

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电气及新材料设备包括 35kV 及以下非晶变及硅钢变产品线、非晶铁心、

避雷器、线路复合绝缘子、复合绝缘杆塔、高压套管等；电力运维业务包括雷电监测与防护产品

线、高压测试与计量产品线、在线监测与状态检测、电力智能运维等；节能与工程服务包括工程

设计、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电力设施承装（修、试）、节能工程、综合能效管理等各类工业节能、

建筑节能、绿色照明节能、储能业务等。 

2.2 行业情况说明 

1.信托行业 

信托业发展具有一定的顺周期性，在宏观经济进入“新常态”、资管行业竞争加剧、监管趋

严、行业风险暴露增加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信托业发展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在提升服务实体经

济能力的同时向高品质的受托人定位转变。通道类业务规模持续回落，信托公司业务结构逐步改

善，主动管理能力有所提升，整体风险可控。 

2.证券行业 

随着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我国正在着力建设有体量、有质量、多层次、开放稳定的资本市场，

传统的间接融资模式正在向有利于风险共担、支持创新的股权融资模式转换。证券行业抓住机遇

加快业务转型，加强能力建设，积极服务实体经济和居民财富管理，资产规模稳步提升，经营情

况整体向好，合规风控水平整体稳定。 

3.期货行业 

我国期货市场建立于 20世纪 80年代末，至今已发展了 30余个年头，经历了探索期、清理整

顿期、平稳发展期和高速发展期四个阶段，自 2019年至今，期货市场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期货市

场交易规模和市场保证金不断提升，上市品种数量持续增长，期货市场风险管理功能得到充分发

挥，同时带动多个产业链风险管理应用日益成熟。 

4.保理行业 

保理行业是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力量，近年来，监管机构出台

了一系列政策鼓励保理行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随着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加强商业保理企业监督

管理的通知》，商业保理行业监管愈加规范，保理公司加速回归本源，在不同细分领域为服务中小

企业和实体经济作出更多贡献。 

5.碳资产行业 

碳市场建设始于“十二五”初期，2011年，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

作的通知》（发改办气候〔2011〕2601号），我国试点碳市场建设启动。2017年，国家发改委组织

落实《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发电行业）》（发改气候规〔2017〕2191 号）任务要求，

全国碳市场建设正式启动。“十三五”以来，我国积极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采取调整产业

结构、优化能源结构、节能提高能效、增加森林碳汇等一系列措施，积极推进碳市场建设，应对

气候变化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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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电力装备行业 

电力装备业务属于电力行业的电工电气装备制造板块。电力行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产业，

电力供应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在国家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电力行业正在加快清洁

低碳供应结构转型进程，着力增强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模式创新，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现

代化、绿色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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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39,679,969,181.69 33,126,425,582.05 8,673,923,928.89 19.78 31,843,049,611.57 8,904,738,006.14 

营业收入 5,044,251,356.25 5,182,130,293.48 5,176,808,061.48 -2.66 4,933,312,801.37 4,929,024,000.6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176,009,762.34 952,752,773.09 15,862,830.35 23.43 532,718,877.97 19,374,993.4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256,208,594.85 -66,974,457.58 -66,974,457.58   -32,003,205.99 -32,003,205.9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7,269,918,410.89 13,988,802,736.94 3,423,905,940.31 23.46 13,029,007,117.95 3,425,694,354.17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95,512,120.34 1,570,688,014.52 164,910,213.21 -112.45 -264,375,061.29 138,525,664.28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1 0.18 0.01 16.67 0.10 0.0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1 0.18 0.01 16.67 0.10 0.01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7.45 7.05 0.46 

增加

0.40个

百分点 

3.99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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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总收入 973,954,491.61 1,749,775,646.13 2,207,793,140.02 3,160,064,376.73 

营业收入 305,569,445.46 994,744,267.94 1,373,879,991.46 2,370,057,651.39 

利息收入 137,656,889.12 213,482,792.60 219,371,489.55 212,100,897.65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530,728,157.03 541,548,585.59 614,541,659.01 577,905,827.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41,428,009.63 327,636,656.60 386,817,042.38 220,128,053.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79,958,907.91 303,054,056.61 390,537,691.29 382,657,93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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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395,779,806.34 -2,377,749,738.29 389,037,467.68 500,219,62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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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4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9,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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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747,456,382 3,747,456,382 65.53 3,747,456,382 无   国有法人 

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0 428,138,981 7.49   无   国有法人 

上海置信(集团)有限公司 0 207,857,842 3.63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济南市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15,640,096 115,640,096 2.02 115,640,096 质押 15,000,000 国有法人 

上海置信电气工程安装有限公司 0 97,069,509 1.7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89,090,909 89,090,909 1.56   无   国有法人 

上海东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90,363,636 85,305,036 1.49   无   其他 

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司 71,339,437 71,339,437 1.25 71,339,437 无   国有法人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

公司 
72,727,272 35,883,691 0.63   无 

  
国有法人 

上海国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国

企改革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6,363,636 32,466,136 0.57   无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上海置信(集团)有限公司是上海置信电气工程安装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比例为 100%。2.除上述关联关系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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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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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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
余额 

利率（%） 
还本付息方

式 
交易场所 

英大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2019
年非公开发行
证券公司次级
债券（第一期） 

19 英大
C1 

118998 2019 年
07 月 31
日 

2021 年
07 月 31
日 

5 4.30 采用单利按
年计息，不计
复利。每年付
息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最
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
付一期支付。 

深圳证券
交易所 

英大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证券公司次级
债券（第一期） 

20 英大
C1 

115104 2020 年
02 月 21
日 

2021 年
02 月 21
日 

5 4.00 采用单利按
年计息，不计
复利。每年付
息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最
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
付一期支付。 

深圳证券
交易所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19 英大 C1”、“20 英大 C1”暂无付息兑付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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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9英大 C1”和“20 英大 C1”债券无评级。 

5.4 公司近 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20年 2019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65.80 71.61 -8.12 

EBITDA全部债务比 0.10 0.08 25.01 

利息保障倍数 2.85 2.02 41.06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20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内外形势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公司上下坚决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坚定方向融入大局，坚守底线防控风险，坚持主责服务实体，各项工作取得显著

成绩。 

一是经营发展呈现良好态势。2020年，积极应对严峻经营形势，经营业绩显著增长。全年实

现营业收入 80.92亿元，同比增长 6.4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76亿元，同比

增长 23.43%。英大信托管理资产规模突破 5800亿元，首创多单电力能源领域资产证券化项目，

行业评级继续保持 A级。英大证券资本实力大幅提升，实现净利润同比翻番；期货资管业务规模

跻身行业前 15%，自有资金投资业务规模及收益创历史新高。英大保理完成增资扩股，纳入监管

白名单。 

二是改革创新取得重要突破。圆满完成重大资产重组，足额配套募集资金 22.38亿元，英大

证券资本实力显著增强；搭建“金融+制造”双主业治理架构，实施“战略+财务”管控模式，体

制机制进一步优化；贯彻中央关于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战略部署，作为国网英大长三角

金融中心的主要依托，利用长三角区位优势和政策红利，推动金融业务集群发展、协同发展。 

三是服务实体经济更加稳固高效。落实中央“六稳”“六保”任务，依托国家电网公司线上

产业链金融平台“电 e 金服”，综合运用信托、保理、资产管理等各类金融工具，助力产业链上

下游企业解决融资难题；深化产融协同，对接实体企业多元化金融需求，在聚焦主责主业、以融

促产兴产中贡献金融价值。 

四是科技创新获得丰硕成果。电力装备事业部深化创新驱动，特高压套管国产替代取得新成

效，“特高压胶浸纤维穿墙套管关键技术及应用”、“高抗弯大直径站用支柱复合绝缘子关键技术及

应用”被中国电机工程学会鉴定为国际领先；“输电通道雷击风险预警关键技术与应用”荣获中国

电力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产品研发取得重要进展，研制成功大直径组合芯棒、35～220千伏站

用避雷器等多种产品；创新推出“防风偏+防雷限制器组合”；研发真彩夜视、紫外告警两款红外

热像仪特色产品并获得专利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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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风险防控基础进一步夯实。加强风险源头管理和过程管控，制定金融业务清单，强化数

字化风控平台建设，开展风险审计检查和内控建设，对违规经营投资问题开展责任追究，高质量

推进大风控体系建设。强化合规管理，建立健全制度体系，编制合规管理手册、合规风险库与底

线清单，筑牢扎紧风险防火墙。 

2020年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新增金融业务，英大信托、英大证券、英大保理并入公司

后，扩大了公司经营规模，提升了公司的盈利能力，使得公司资产、净资产、收入、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水平比调整前大幅增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80.92亿元，同比增长 6.42%，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76

亿元，同比增长 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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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照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第十一节、五、49.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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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直接控制并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及结构化主体详见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

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本集团本年度合并范围变化情况，详见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附

注八“合并范围的变化”。 

 

 

 

国网英大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谭真勇 

                                                           2021年 4月 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