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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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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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89,106,053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2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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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缆科技 股票代码 002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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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平 刘丽红 

办公地址 
长沙高新开发区麓谷工业园桐梓坡西路

223 号 

长沙高新开发区麓谷工业园桐梓坡西路

223 号 

传真 0731-85570150 0731-85570150 

电话 0731-85262635 0731-85262635 

电子信箱 cldg@csdlfj.com.cn cldgliu@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的主营业务 

公司系专业从事电力电缆附件及配套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拥有60余年的电缆附件生产经验，

具备500kV及以下各电压等级交直流全规格超高压、高压及中低压电缆附件及配套产品的生产能力。作为国内电缆附件行业

的骨干企业，公司拥有完整的产品线，主要产品涵盖超高压电缆附件、高压电缆附件、中低压电缆附件等，包括输电线路用

附件、通讯电缆用附件、电力金具、电缆接续金具、电工器材、电缆敷设成套机械、绝缘材料及制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公司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包括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电网改造工程在内的特大型、大型城市输配电网改造，秦山、大亚湾、岭

澳核电站二期等在内的核电工程项目建设，北京、上海、广州等在内的主要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建设，以及武广高铁、沪昆高

铁等在内的干线高铁项目建设和北京奥运会场馆电力建设、广州亚运会场馆电力建设、三峡工程、厦门柔性直流输电科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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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工程等国家重点工程建设，特别是公司新近研发投产的500千伏交直流系列产品，较为顺利的进入了海上风电、抽水蓄能

市场，公司的产品是电力、轨道交通、高铁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电力线路中必不可少的关键产品。  

（二）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电缆附件是电缆终端和接头的统称，它们是电缆线路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电缆终端安装在线路末端，用以将电缆与

其它电气设备相连；电缆接头是安装在电缆与电缆之间，使两根或两根以上电缆联通以实现电能输送。电缆附件主要功能是

恢复电缆的性能，同时实现与其它设备的连接。电缆有导体、绝缘层、屏蔽层和护层四个主要结构层，由于在电缆终端和接

头处，电缆金属护套和屏蔽层断开，电场在此处发生畸变，若不通过电缆附件对其进行处理，将无法确保线路的安全稳定运

行。电缆附件使电缆的四个结构层分别得到延续，并且实现导体连接和密封良好，绝缘可靠，并达到足够的机械强度。因此，

电缆附件在保证整个电网供电可靠性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公司经营模式 

（1）盈利模式 

公司的主要盈利模式为专业从事电缆附件及配套产品生产、销售，以获取合理利润。 

（2）销售模式 

在销售上，公司直接参与国家电网、南方电网有限公司和重点行业客户的招投标，同时有效利用募集资金，大力加强省

级销售子公司的建设，推进销售机构在全国范围内的布局，提高在省级电力公司实施项目、用户工程项目的市场份额，快速

扩张公司自有的直销业务；对尚未设立销售子公司的区域，则依托原经销商的销售基础和销售渠道，迅速抢占市场。公司的

各项经营模式科学、合理，在保持营销团队、稳定的同时，不断进行营销机制创新，是公司在发展壮大过程中形成的、被证

明是行之有效的经营模式，确保了公司在电缆附件行业的领先地位和销售规模的持续增长。 

（3）生产模式 

公司为确保生产稳定、供货质量并有效控制采购成本，建立了完善的库存管理制度、合格供应商制度，实行了批量采购

和定制件采购相结合的采购模式；同时为确保销售的供货需要，公司根据年度生产计划需要，结合前期销售记录、手持订单、

销售预测及库存商品的实际情况，建立了“以销定产，保持合理库存”的生产模式。 

（4）研发模式 

公司主要通过自主研发，并经过内部论证和测试、型式试验、预鉴定试验并取得相关资质后进行销售。 

（四）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依靠技术推动企业发展，掌握了超高压用绝缘材料开发技术、电缆附件系统设计技术及电缆附件检测技术等电缆附

件行业的核心技术。公司研发能力强大，在基础材料应用、产品成型工艺、高电压等级以及智能电缆附件产品领域，近年来

持续加大投入，特别是人力成本大幅增加投入，不断充实研发团队，强化已有的核心竞争力，并视其作为未来实现持续增长

的根本保证；同时公司研发成果转化为经济价值的应用能力突出，2018年度新近研发成功的290/500kV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

电缆附件及±525kV（±535kV）交联聚乙烯绝缘直流电缆附件，2019年先后在重庆蟠龙抽水蓄能电站基建项目（500kV电力

电缆系统）、如东海上风电、张北特高压示范工程等项目实现中标和合同签订,并在2021年度实现销售突破，打破了多年以

来所生产、销售的产品，基本为220千伏以下局限，实现了公司在更高电压等级的研发及销售上的突破，直接为公司带来了

新一代更高电压等级系列产品的红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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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6,575,549.34 1,964,762,880.08 8.24% 1,815,466,378.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35,076,308.69 1,536,024,327.92 6.45% 1,459,167,621.54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1,057,767,801.21 940,579,693.14 12.46% 852,775,282.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0,380,899.96 161,596,681.93 -13.13% 145,703,084.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7,679,325.82 146,870,215.78 -19.88% 126,979,765.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381,991.63 80,783,605.97 25.50% 155,771,476.7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8 0.90 -13.33%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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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8 0.90 -13.33% 0.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89% 10.92% -2.03% 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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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681,401.15 315,762,613.19 242,773,833.20 324,549,953.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294,127.96 60,046,965.03 23,695,007.86 27,344,799.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458,583.62 57,063,499.64 18,295,642.77 18,861,599.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881,977.98 -6,932,951.36 7,331,620.53 158,865,3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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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67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4,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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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正元 境内自然人 33.97% 65,604,035 49,203,026 质押 15,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大成高新技

术产业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96% 7,654,748 0   

唐陕湖 境内自然人 2.10% 4,058,792 0   

大成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社

保基金 17011

组合 

其他 1.80% 3,469,563 0   

罗兵 境内自然人 1.75% 3,380,013 2,775,010   

兴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其他 1.72% 3,331,020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南方匠心优

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66% 3,207,600 0   

吴蓉翔 境内自然人 1.58% 3,044,300 0   

薛奇 境内自然人 1.38% 2,658,241 1,993,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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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纯 境内自然人 1.19% 2,298,735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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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公司于2021年11月03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1年11月12日召开的2021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长缆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等员工持股计划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11月04日、2021年11月13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长缆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俞涛 

 2022年0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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