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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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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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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准确

性、完整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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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有强调事项段、持续经营重大不

确定性段落、其他信息段落中包含其他信息未更正重大错报说明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

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本报告属于上述三种类型中的带有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强调事项

段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六、合并范围的变更、5（2）所述，远东股

份控股子公司圣达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达电气）2021年 6月召开董事会和股东会，决议更

换圣达电气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人选并选举更换董事，圣达电气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拒绝履行相

关决议，并以股东身份作为原告认为决议内容侵犯其合法权益为由向泰兴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撤销决议。鉴于远东股份作为圣达电气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因决议内容争议引起司法诉讼，

双方已缺乏信任基础和有效的沟通，远东股份自 2021 年 10月起已无法取得圣达电气完整的财务

报表及经营数据，亦未能获取圣达电气证照、印章、档案文件等资料，自 2021 年 10月起远东股

份对圣达电气失去控制，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年度公司拟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也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该预案尚待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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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东股份 600869 智慧能源、远东电缆、三普药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邵亮 邵智 



办公地址 江苏宜兴远东大道6号 江苏宜兴远东大道6号 

电话 0510-87249788 0510-87249788 

电子信箱 87249788@600869.com 87249788@600869.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创办于 1985 年，目前已发展成为智能缆网、智能电池、智慧机场龙头/领军企业，致力

成为全球领先的智慧能源、智慧城市服务商。 

 

报告期内，公司坚定不移聚焦主业、抢抓机遇拓展蓝图，全体员工齐心协力、拼搏奋进，在

疫情持续、原材料上涨的环境下，经营质量持续提升，经营业绩大幅增长。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实现营业收入208.71亿元，同比增长5.39%，创历史新高。 

*实现归母净利润5.31亿元，同比增长131.39%，创历史新高。 

*实现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34%，同比增长 57.22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 5.30亿元，同比增长 53.29%，累计获得授权专利 787件，其中发明专利 156件。 

*实现经营性现金流净额 11.03亿元。 

（1）智能缆网 

公司智能缆网实现营业收入 181.14 亿元，同比增长 5.24%，净利润 6.67 亿元，同比增长

66.02%，实现净利率 3.68%，同比增长 1.35个百分点。公司全面推进精准研发、智能制造、全价

值链数智化运营，建立了标准化低碳体系，获得了绿色工厂称号等；子公司安缆、远东复合技术

分别入选国家工信部专精特新“小巨人”，风力发电用电缆获得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以技术领先

不断扩大智能电网、清洁能源、绿色建筑、智慧交通、智能制造等领域市场占有率，经营质量显

著提升。 

 智能电网：积极响应国家节能减排政策，持续发挥在特高压领域优势，为构建新型智能电网

系统贡献力量；研发交联聚乙烯绝缘嵌入式芯片智能电力电缆、电力储能系统用电池连接电

缆、高导电率铝合金节能导线等综合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以全球领先的 1,100kV 柔性直

流输电设备技术，为青海-河南±800kV 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和白鹤滩-江苏/浙江±800kV 特

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等贡献远东智慧和力量。 

 清洁能源：持续强化风电、光伏、核电、水电等细分市场技术和产品，保持细分市场龙头地



位，助力国家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风电方面，风力发电用电缆获得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并持续推进与VESTAS、金风科技、

西门子歌美飒、远景能源、GE、运达股份等全球前十大风机制造商的战略合作；重点落地国

内首个单体大容量海上风电项目——中广核阳江南鹏岛项目、国内最大3MW级陆上风电机组—

—中车风电项目等； 

海洋工程方面，自主研发海上大功率风电机组用额定电压36/66kV风力发电用耐扭曲软电

缆等产品打破国际技术壁垒，有效突破卡脖子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实现国产替代进口；

在具备±200kV柔性直流、±320kV柔性直流、35kV/66kV光电复合海缆及软接头等多项海缆技

术的基础上，推动南通如东高端海工海缆装备产业基地建设，完善风电产业链、产品链，提

升核心竞争力，助力产业经济发展； 

光伏方面，自主研发铝合金光伏电线、防水光伏电缆、光伏直流汇流电缆、浅滩防水电

力电缆等产品，已广泛应用在光伏电站复杂多变的使用环境；服务江西上饶光伏发电技术领

跑者余干250MWp光伏项目、上海崇明渔光互补110MW光伏示范项目等，并与光伏龙头企业建立

战略合作； 

核电方面，稳步转化3代核电K1类电缆研发成果，专有技术连续多年助力华龙一号，服务

田湾/徐大堡核电项目、漳州核电站项目建设等，并储备开展四代核电站电缆的技术研发，推

动核级电缆在核废料后处理项目上的运用等； 

水电方面，参建世界在建第一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工程，并专为其设计提供大坝

深井用垂吊敷设电缆及其整体垂吊敷设方案，于2021年6月首批机组正式投产发电，为“大国

重器”贡献远东力量。 

 绿色建筑：支持国家重点项目建设，服务北京冬奥村、杭州奥体中心、全运会比赛场馆等，

持续深化与中铁系、中建系等战略合作，荣获智能建筑电器行业“十大优秀品牌”之首。 

 智慧交通：助力国家交通强国建设，参与北京/安哥拉/赞比亚/孟加拉/金边/科威特/尼泊尔

等国际机场、北京/无锡/南京/洛阳/广州地铁、G25长深高速公路等重要项目建设；扬帆出海，

助力中老国际铁路正式通车；研发30kV机车电缆、直驱长锭子磁悬浮电缆产品综合性能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为响应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战略，成功研发低损耗、耐磨损、液冷大功率快

速充电电缆，并获得TUV认证及客户认可，成功应用于冬奥会新能源汽车超级充电站项目，深

化与菲尼克斯、比亚迪、蔚来汽车等战略合作及万帮、巴斯巴、智电伟联等充电桩项目，此

外新能源汽车高压线、高导电铝合金电缆、环保PP绝缘材料等前瞻技术均已实现重大突破并

落地应用。 

 智能制造：推动国家智能制造发展，服务工业物联网等，与国网合作建立智能装备物联平台；

服务半导体行业（华虹、中芯国际等）、平板显示（京东方、华星光电等）、数据中心（阿

里巴巴、京东集团等）、医疗制药（英科医疗、鱼跃医疗等）；有序推进远东宜宾智能产业

园建设，加强智能电缆规模化市场优势和成本优势。 

（2）智能电池 



 锂电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39亿元，同比增长44.79%，净利润-4.03亿元，同比减亏8.64

亿元。重点聚焦轻出行、电动工具、储能等细分市场，研发针对性产品，狠抓生产经营管

理。轻出行方面，成为小牛电动、纳恩博、博力威等核心供应商，其中小牛电动的三年期订

单已发货3,055.23万支，累计金额18,666.35万元，同时以高容量产品拓展国际轻出行高端

客户；电动工具方面，增加产品覆盖率以满足不同客户需求，突破国际电动工具等客户；储

能方面，重点突破国际户用储能、国内移动储能项目，首个欧洲户用储能订单4,336.20万元

并批量交货，2022年2月再获海外户用储能订单2.28亿。 

 锂电铜箔：实现营业收入4.57亿元，同比增长23.16%，净利润0.47亿元，同比增长

1,443.65%。6微米铜箔产品持续放量，主要供货宁德时代等客户，持续深入全球性能领先的

高抗拉、高延展4.5微米高精度锂电铜箔的技术研发，单卷长度达2万米，为业内领先水平，

并通过宁德时代供应链体系认证；推进二期7,500吨高精度锂电铜箔项目达产；稳步推进远

东宜宾智能产业园高精度锂电铜箔项目的建设，助力锂电铜箔业务快速发展。 

（3）智慧机场 

 京航安实现营业收入 15.65亿元，净利润 1.20亿元。全年签约合同金额 20.56亿元，创历史

新高，承建国内机场项目 121 个，累计承建的运输机场项目占全国运输机场总数的 49%，承

建海外运输机场项目 12 个，覆盖全国 7 个区域和海外 9 个国家的 80个机场，包括湖北鄂州

机场、西安咸阳机场、长沙黄花机场以及赞比亚恩多拉国际机场等国家重点工程，中标兰州

中川国际机场助航灯光工程、西宁曹家堡机场助航灯光工程等，在西北地区的市场地位得到

进一步稳固；签约柬埔寨暹粒吴哥机场助航灯光设备采购及安装工程、援巴基斯坦瓜达尔新

国际机场灯光、空管及弱电工程等重点项目，累计承建海外运输机场项目在行业内领先。 

 积极适应“四型机场”建设要求，充分利用京航安在行业内多年的积累和沉淀，先后与华

为、阿里云、中科院航科公司等多家单位广泛交流，成立了京航安&华为智慧机场联合实验

室，为公司后续研发工作借力续航提供了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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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17,609,547,119.61 16,860,650,527.67 4.44 17,673,229,243.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3,738,746,100.45 3,181,513,026.78 17.51 4,898,245,650.08 

营业收入 20,871,271,564.73 19,804,088,011.78 5.39 17,155,391,688.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30,897,516.25 -1,691,366,911.52 131.39 44,899,275.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16,695,823.17 -1,784,524,488.34 117.75 5,835,738.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102,506,070.26 1,531,577,309.74 -28.01 1,927,959,969.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5.34 -41.87 

增加57.22个百分

点 
0.9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92 -0.7621 131.39 0.02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92 -0.7621 131.39 0.0202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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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702.40 527,893.07 589,039.08 593,492.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968.16 18,217.69 12,064.71 10,839.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1,018.90 16,690.44 10,411.74 -6,451.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977.05 -7,560.59 40,576.46 55,257.6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7,23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6,529 

截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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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61,579,892 1,072,589,351 48.33 0 质押 853,1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宜兴国远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61,579,892 161,579,892 7.28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能源革新股票型证券
32,705,948 32,705,948 1.47 0 无 0 其他 



投资基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夏行业景气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32,677,779 32,677,779 1.47 0 无 0 其他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投摩根远见两年持有期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30,617,132 30,617,132 1.38 0 无 0 其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投摩根新兴动力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25,058,520 25,058,520 1.13 0 无 0 其他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通怡海川 13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2,133,475 23,000,000 1.04 0 无 0 其他 

蔡道国 -4,198,400 16,963,801 0.7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张东良 13,189,300 13,189,300 0.5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蔡强 -4,169,400 13,171,522 0.59 0 无 0 境外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远东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情形。蔡强为蔡道国之子。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形。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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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公司所有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15 智慧 01 136317 2021-04-05 0.00 4.80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15 智慧 02 136441 2021-05-24 0.00 5.33 

报告期内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债券名称 付息兑付情况的说明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

券（第一期） 

2021年 4月 6日（2021年 4月 5日为法定节假日，故顺延至下一个工作

日）已支付自 2020年 4 月 5日至 2021 年 4 月 4 日期间的利息并于当日

兑付本期债券的本金。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4.80%，每手“15智慧 01”

（面值人民币 1,000 元）实际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48.00 元（含税）。15

智慧 01（136317）已于 2021年 4月 6日摘牌。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

券（第二期） 

2021 年 5 月 24 日已支付自 2020 年 5 月 24 日至 2021 年 5 月 23 日期间

的利息并于当日兑付本期债券的本金。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5.33%，每

手“15 智慧 02”（面值人民币 1,000元）实际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53.30

元（含税）。15智慧 02（136441）已于 2021年 5月 24日摘牌。 

 

报告期内信用评级机构对公司或债券作出的信用评级结果调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2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指标 2021年 2020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资产负债率（%） 78.25 80.52 -2.8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316,695,823.17 -1,784,524,488.34 117.75 

EBITDA全部债务比 0.24 -0.10 336.39 

利息保障倍数 3.22 -3.50 192.13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详见本报告“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部分。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