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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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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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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源通信 股票代码 000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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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张轩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吉泰三路新希望国际 C 座 15 层 1507-1508 号 

传真 028-85516606 

电话 028-85516608 

电子信箱 xuanzhang24@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营业范围为电缆、光缆、电力系统特种光缆、预制光缆、预制电缆、电力设备在线监测装置、森林防火产品；塑料

光纤、光缆、跳线及相关配套设备、器件的研发、制造、销售；通信工程施工、公路安全设施工程、公路机电安装工程、电

子与智能化安装工程设计及施工等。主要业务为通信光纤和电力光缆、在线监测、塑料光纤、通信工程施工和高速机电工程，

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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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光纤、光缆及相关产品业务 

    光纤、光缆及相关产品业务主要包括研发生产销售ADSS、OPGW特种光缆、预制光缆、气吹微缆、非金属光缆、在线

监测产品及配套附件、金具、塑料光纤、跳线及相关配套设备等。公司电力光缆业务主要是为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等公司定

制化生产光缆产品；在线监测产品主要应用于高压输电线路、森林防火、环境保护行业，公司是高压输电线路及森林防火在

线监测产品的主力供应商之一；公司的塑料光纤产品具有带宽高、质轻柔软、连接简单、便于施工等优点，目前主要用于装

饰类照明，未来将进一步拓展产品应用空间，扩大其在工业控制、电力行业、消费电子等多领域的应用。 

    2、通信工程及系统集成业务 

    通信工程及系统集成业务具备通信工程总承包贰级、通信系统集成乙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地基基础工程专业

承包叁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安防设计与施工、防雷设计与施工、劳务总承包等资质。主要承接的业务包括通信工

程施工、土建工程施工项目、钢结构工程、公路机电安装工程、气吹普缆、微缆、微管工程施工业务等，未来公司将持续加

快业务转型，将工程业务的重心转移到高速公路机电工程项目。 

    （二）主要产品、服务及用途 

    1、光缆产品系列：公司光缆产品主要包括电力光缆、隐形光缆、气吹微缆、普通光缆和探测或传感光缆。主要产品如

下： 

    （1）电力光缆主要用于架空高压输电线的地线中或输电系统：OPGW—光纤复合架空地线（架空高压输电线的地线中，

用以构成输电线路上的光纤通信网）、ADSS—全介质自承式光缆（架空高压输电系统的通信路线，也可用于雷电多发地带、

大跨度等架空敷设环境下的通信线路）、非金属光缆（与输电线路同杆塔架设或管道敷设）、非金属防鼠光缆（与电缆同沟

管道敷设或输电线路同杆塔架设）、防松鼠ADSS光缆（220kv及以下高压输电线路同杆塔架设）、OPPC光纤复合相线（主

要用于110kV以下电压等级，城郊配电网、农村电网）。 

    （2）隐形光缆：预连接光缆、预连接EPFU、隐形光缆。 

    （3）气吹微缆：MINI2-24芯、层绞式尼龙护套微缆（24-288芯）、层绞式PE护套微缆（24-288芯）、常规中心管式微

缆（2-24芯）、EPFU(2-12芯)。 

    （4）普通光缆主要适用于适合于架空、管道、直埋等敷设方式的光缆铺设，产品包括GYXTW型 中心管式铠装光缆、

GYTS型层绞式钢-聚乙烯粘结护套光缆、GYTA53型层绞式LAP内护套钢带铠装外护套光缆、GYTY53型层绞式PE内护套钢

带铠装外护套光缆、GYTA型层绞式铝-聚乙烯粘结护套光缆、GYTA33型层绞式LAP内护套钢丝铠装外护套光缆、GYTC8A

（S）型层绞式8字型自承式光缆、GYDXTW型中心管式光纤带光缆、GYDTA(S)型层绞式光纤带光缆。 

    （5）探测和传感光缆：油井探测专用光缆、传感系统专用光缆。 

    2、在线监测产品系列：在线监测产品主要用于高压输电线路、森林防火、环境保护行业，主要产品包括通道一体化监

拍装置、分布式故障监测装置、双光谱监测装置、智能光纤环网、智慧线路解决方案、综合智能终端、视频/三跨监测装置、

导线综合在线监测装置、杆塔倾斜监测装置、可视化自动观冰站、输电线路在线监测综合管理平台、微气象监测装置、地线

取电装置、覆冰监测装置等。 

    3、塑料光纤及模块系列：塑料光纤类产品可用于装饰类照明、工业控制、电力行业、消费电子、汽车制造等多领域，

目前公司产品主要用于照明市场。主要产品包括LF端光系列光纤光缆、BF通体光纤、GTC灌注型通体发光光缆、SCV动感

流星光纤光缆、JTCV绞合型通体发光光缆、LC系列单芯端光光缆、LCV多芯缆端光光缆、CF2系列塑料光纤、CC通信塑料

光缆（单芯）、CC系列全彩POF光缆、CC系列色条POF光缆、DC类平行双芯塑料光纤缆、DC类平行四芯塑料光纤缆、特

种通信光缆、UL认证光缆。塑料光纤模块、塑料光纤连接线、塑料光纤探头等。 

    4、通信工程服务：通信工程施工、土建工程施工项目、钢结构工程、公路机电安装工程、气吹普缆、微缆、微管工程

施工业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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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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515,200,766.05 490,848,239.24 4.96% 625,193,773.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95,074,487.84 268,933,114.32 9.72% 244,565,204.00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449,639,251.65 485,105,246.04 -7.31% 434,269,804.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141,373.52 24,367,910.32 7.28% 8,381,075.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768,930.06 15,829,427.30 43.84% 1,373,567.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70,609.59 797,923.94 不适用 -14,837,915.6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51 0.1260 7.22% 0.04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51 0.1260 7.22% 0.04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27% 9.49% -0.22%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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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996,254.54 125,784,381.76 115,157,486.18 121,701,129.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44,275.69 11,620,344.27 7,406,643.74 3,470,109.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59,999.36 11,265,828.95 5,818,339.94 2,624,761.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031,558.69 -109,350.04 -12,538,564.75 19,308,86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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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8,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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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州蕙富骐骥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20.68% 40,000,000 0 冻结 

40,00

0,000 

北京鼎耘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10% 27,273,33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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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晟辉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0% 9,672,301 0 质押 

6,600

,000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9% 5,392,325 0   

雷立 境内自然人 0.52% 999,801 0   

黄来荣 境内自然人 0.42% 805,800 0   

窦才定 境内自然人 0.37% 718,900 0   

洪益华 境内自然人 0.34% 658,800 0   

杨桂英 境内自然人 0.33% 634,690 0   

姚捷鸣 境内自然人 0.32% 614,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2022 年 3 月 1 日，公司向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发出《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年度报告涉及相关事项的核查函》，要求各方按照核查函事项进行核查

并说明。均回复称：与上表所列其他股东不存在一致行动或者关联关系。公司未知

除大股东外的其余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除大股东外的其余股东间是否

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北京鼎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9,179,302 股外，还

通过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8,094,028 股，实

际合计持有 27,273,33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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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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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关于非公开发行的事项 

    2021年9月23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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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

豁免股东广州蕙富骐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重组承诺的议案》及相关议案，并于2021年9月24日起复牌，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1年9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尚需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变更重组承诺的事项 

    2019年5月29日，公司收到蕙富骐骥及汇垠澳丰《关于继续延长重组承诺期限的函》。2019年6月4日，公司召开第十一

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了《关于控股股东承诺变更的议案》，未获通过，同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控股股东承诺变更的议案》。2019年6月6日，公司收到蕙富骐骥及汇垠澳丰《关于继续延长重组承诺期限的函》。

2019年6月10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了《关于控股股东承诺变更的议案》，未获通过，同日公司召

开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承诺变更的议案》。2019年6月13日，公司收到蕙富骐骥发来的《提

案函》《广州蕙富骐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执行事务合伙人关于继续延长重组承诺期限的议案》等相关文件，其

提议在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中增加一项临时提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增加临时提案的独立意见。2019年6

月24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继续延长重组承诺期限的议案》未获通过。 

    2021年9月23日，广州蕙富骐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广州汇垠澳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向公司发出的《关

于提请豁免广州蕙富骐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广州汇垠澳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史承诺的函》，提请于公

司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时豁免历史重组承诺。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9月24日在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豁免股东广州蕙富骐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重组承诺的公告》。 

    （三）关于控股股东的有限合伙人之劣后方资产被冻结的事项 

    2018年6月15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裁定书》[（2018）京03民初464号]，裁定原告北京鼎耘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与被告珠海横琴泓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因借款合同纠纷，冻结被告珠海横琴泓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在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的平安汇通广州汇垠澳丰6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B级份额203,500,000元（含全部本金及损

益）。 

    2018年7月6日，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了《民事裁定书》[（2018）粤04财裁定保7号]，因广州汇垠天粤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珠海横琴泓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合同纠纷提出仲裁，裁定冻结珠海横琴泓沛股权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持有的在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的全部平安汇通广州汇垠澳丰6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B级份额及其全部收

益（初始认购金额为203,500,000.00元），冻结数额以人民币101,133,842.5元为限，不动产及其他财产权的查封期限为三年，

查封、扣押动产的期限为两年，冻结银行存款的期限为一年。 

2018年10月18日，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出具了《民事裁定书》[(2018)粤0303执保2461号]，裁定轮候查封被申请

人珠海横琴泓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持有的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的全部平安汇通广州汇垠澳丰6号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B级份额及其全部收益（初始认购金额203,500,000元）。查封期限三年，自转为正式查封之日起计算三年，冻结

金额以人民币36,800,633.49元。具体查封期限以本案查封、扣押、冻结财产通知书中的期限为准。 

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以上事项尚未收到本事项相关进展情况。 

    （四）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冻结的事项 

    2018年10月10日，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裁定书》（[2018）川0191财保56号），刘中一因

权益纠纷向法院提出仲裁前财产保全申请，法院裁定对广州蕙富骐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明君集团科技有限公司所

有的财产在价值86,557,000.00元范围内予以查封、冻结。 

    2018年11月20日，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裁定书》（[2018]川0191财保69号），刘中一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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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纠纷向法院提出仲裁前财产保全申请，法院裁定对广州蕙富骐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

限公司2,960万股股份予以查封、冻结。 

2018年12月4日，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因明君集团科技有限公司与蕙富骐骥合同仲裁案出具《四川

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川0191财保74号]，裁定对蕙富骐骥名下4,000万上市公司股票予

以查封、冻结（轮候冻结）。2021年12月17日，蕙富骐骥收到成都仲裁委发送的关于明君集团与蕙富骐骥证券交易合同纠纷

仲裁案之《裁决书》[(2018)成仲案字第1340号]，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12月2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裁决书》全文。 

    2021年9月14日，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分别出具《民事裁定书》（[2018]川0191财保69号之一）、《民

事裁定书》（[2018]川0191财保56号之一），裁定对广州蕙富骐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

公司4,000万股股份予以继续查封、冻结。 

    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公司尚未收到本事项相关进展情况。 

    （五）关于控股股东有限合伙人所代表的资管计划清算的事项 

2018年9月20日，广州蕙富骐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收到有限合伙人深圳平安汇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发来的《关

于平安汇通汇垠澳丰6号专项资管计划提前终止并进入清算期的通知函》，有限合伙人平安大华所代表的资管计划已于2018

年9月19日提前终止并进入清算期。 

2022年3月4日，蕙富骐骥回复称：在未来资管计划清算期内，将高度关注资管计划清算进程以及清算方案的实施。目前，

资管计划的清算方案尚未确定。未来资管计划完成清算后，不排除公司控股股东或发生变更的情形。若涉及应披露的事项，

蕙富骐骥将及时告知以充分保障广大投资者的知情权。 

    （六）关于控股股东与明君集团科技有限公司、刘中一签署的《协议书》诉讼事项 

    2020年2月10日，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刘中一先生收到《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01民初636

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2月12日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2020-002）、《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1年3月1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蕙富骐骥和董事兼副总经理刘中一先生转发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0]粤民终804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2日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0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粤民终804号）。 

    （七）关于要约收购事项 

    2018年2月27日、3月1日，要约方安徽鸿旭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乐铮分别披露了《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和《要约收购

报告书摘要（修订稿）》。2018年3月9日，委托公司披露了延长发布《要约收购报告书》的说明。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时，尚

未收到安徽鸿旭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乐铮《要约收购报告书》及后续进展等情况。 

     （八）并购基金设立的事项 

    2017年6月9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参与投资设立并购基金的议案》，同意

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与中经宏熙及股东上海乐铮（筹划时持有3.34%的公司股份）拟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合作，使用不超过5,000

万元自筹资金投资参与设立并购基金，并与中经宏熙、上海乐铮签署《意向协议》。具体详见公司于2017年06月13日、6月

15日在《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公司拟参与投资设立并购基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34）、

《关于公司拟参与投资设立并购基金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2017-035）。 

2022年2月15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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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投资设立并购基金的议案》，公司不再继续参与该并购基金的设立及运行事宜，并终止《意向合作协议》。具体详见公司

于2022年2月16日在《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终止参与投资

设立并购基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4）。 

 

 

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波 

二零二二年三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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