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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082                           证券简称：久盛电气                            公告编号：2022-004 

久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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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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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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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61,649,41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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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盛电气 股票代码 301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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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国华 戴佳煜 

办公地址 湖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凤路 1000 号 湖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凤路 1000 号 

传真 0572-2228166 0572-2228166 

电话 0572-2228297 0572-2228297 

电子信箱 fgh@teccable.com djy@teccabl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公司所属行业为制造业中的“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

业（C38）”。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本公司所属行业为“C38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大类下的“C383

电线、电缆、光缆及电工器材制造”中类，具体细分为“C3831电线、电缆制造”小类。电线电缆行业“料重工轻”特征明显，铜

是电线电缆企业最主要的原材料。一方面，上游主要原材料行业发展时间较长，技术水平较为成熟，行业内公司众多，能够

为电线电缆行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由于铜是大宗商品，具有标准化且交易量较大的特点，其交易价格受供

求关系、宏观环境等影响波动较大，电线电缆企业的盈利情况也会随之受到影响。报告期内，全球经济仍处复苏阶段，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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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刺激计划的一系列出台，海运价格的持续高企，受此影响铜等大宗商品持续高位震荡。目前公司与主要客户均约定了销

售价格的调整机制，以减少铜材价格波动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的影响。但是铜材价格波动仍然会对公司的经营情况产生如下

影响：一方面，铜材的价格波动将直接影响公司产品价格和产品成本，而目标毛利相对固定，从而影响公司的产品毛利率水

平；另一方面，铜材价格上涨将导致公司原材料采购占用较多的流动资金，从而加大公司的运营资金压力。 

电线电缆行业的下游主要为电力、轨道交通、建筑、能源、石化、通信等重要的国民经济领域。电线电缆行业作为国民

经济中不可缺少的配套产业，受下游行业的整体需求影响较大。报告期内，受国家碳中和、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等政

策的相继出台，为公司带来了较大的市场机遇。 

我国电线电缆行业在技术引进、消化吸收以及自主研发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巨大的生产能力，与之配套的电缆材料、

电缆设备制造业也初步形成了较完整的体系。但是，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在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研发以及人才储

备等方面仍然存在一定差距。未来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对先进制造业的不断支持、行业转型升级等，电线电缆行

业整体技术以及工艺有望得到进一步突破。 

公司专注于细分领域防火类特种电缆的研发生产销售，公司系矿物绝缘电缆等防火类特种电缆国家标准、行业技术规范

的主要制定者，主编了《矿物绝缘电缆敷设》（09D101-6）、《额定电压750V及以下矿物绝缘电缆》（T/ZZB 0107-2016）

等行业标准、团体标准，参编了《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 50054-2011）、《矿物绝缘电缆敷设技术规程》（JGJ 232-2011）、

《民用建筑电线电缆防火设计规范》（J13286-2016）、《民用建筑电线电缆防火设计规范》（DBJ50-164-2013）和《地铁

工程电缆敷设》（20T205）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规范，体现了公司在防火类特种电缆领域的领先优势和专业化程

度。公司防火类特种电缆产品曾成功应用于中央电视台新大楼、广州新电视塔、广州西塔、腾讯滨海大厦、上海中心大厦、

中国尊、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上海虹桥交通枢纽、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上海地铁、深圳地铁、杭州地铁、人民大会堂改造、

国家会展中心、国家图书馆等一系列重大项目，突显了发行人行业内的重要地位。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用途如下表所示： 

类别 分类 主要产品系列名称 产品主要用途 

电气装备用

电缆 

防火类特种

电缆 

矿物绝缘电

缆 

矿物绝缘电缆 用于民用建筑、机场候机楼、地铁及高铁

站、船舶、舰艇等领域消防电气设备、应急照

明、应急供电、应急广播等重要设施设备的电

力输送和信号传输。 

特殊用途矿物绝缘电缆 高温、高压、高辐射场所（如冶金、化工、

汽车、核电、航空航天等）的电力输送、控制

信号传输以及仪表信号检测与传输。 

无机矿物绝

缘金属护套

电缆 

云母带矿物绝缘波纹铜护套电

缆 

用于民用建筑领域对电气防火安全要求较

高的场所的电力输送与信号传输。 

金属护套无机矿物绝缘电缆 

塑料绝缘电

缆 

阻燃、耐火低烟无卤交联聚烯烃绝缘电线、

电缆及控制电缆 

额定电压0.6/1kV及以下民用建筑、工矿企

业、交通等领域供配电线路，以及额定电压

450/750V及以下的控制和保护线路。 

电力电缆 中低压电力

电缆 

额定电压1kV到35kV挤包绝缘电力电缆及

附件 

主要应用于城市中低压电网、输变线路以

及工矿企业、民用建筑的输配电。 

加热电缆 矿物绝缘加

热电缆 

矿物绝缘加热电缆 冶金、石油、化工、天然气、发电（核电

站及太阳能熔岩蓄热电站）管道设施、容器、

装置等的伴热或加热，弯道、坡道、机场停机

坪、人行道、甲板等场所的融雪化冰防滑，屋

顶融冰雪降荷载，建筑及园艺室内采暖。 

油井加热电缆 石油天然气领域的井下电加热及地面集输

管线内置伴热，如稠油举升过程的升温降粘、

热力采油工艺加热与热力补偿、油气井防凝化

蜡解堵、页岩油原位转化工艺加热等。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主要产品等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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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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9,811,637.16 1,403,300,424.31 51.06% 1,325,056,446.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54,998,662.39 458,971,140.79 129.86% 395,747,907.80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1,953,835,807.59 1,193,218,007.60 63.75% 1,255,948,298.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7,934,787.53 81,408,791.54 8.02% 80,004,446.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5,186,482.39 77,169,031.24 10.39% 77,175,681.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8,856,053.46 37,340,407.23 -1,141.38% 3,481,078.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9 0.67 2.99% 0.6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9 0.67 2.99% 0.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49% 18.06% -3.57% 2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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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725,800.24 576,752,863.22 559,519,017.43 534,838,126.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480,716.82 30,433,627.61 28,921,998.83 18,098,444.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822,429.31 30,081,474.50 28,418,196.19 15,864,382.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928,921.79 -2,554,326.75 -6,957,232.99 -343,415,57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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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6,980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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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州迪科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3.28% 69,955,119 69,955,119   

张建华 境内自然人 7.39% 11,951,251 11,95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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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融祥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7% 5,940,615 5,940,615   

单建明 境内自然人 2.98% 4,819,379 4,819,379   

干梅林 境内自然人 2.93% 4,743,765 4,743,765 质押 1,200,000 

通光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8% 4,000,823 4,000,823   

沈伟民 境内自然人 2.34% 3,789,046 3,789,046   

招商证券资管－招商银行－

招商资管久盛电气员工参与

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1.57% 2,537,519 2,537,519   

林丹阳 境内自然人 1.50% 2,424,741 2,424,741   

周月亮 境内自然人 1.35% 2,177,955 2,177,95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张建华为股东湖州迪科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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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625 号《关于同意久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

同意注册，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40,412,353股，每股面值为 1.00 元，每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5.48元，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2021年10月18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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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ZF10959号验资报告。本次发行后，公司注册资本由121,237,057元变更为161,649,410元。公司股票已于2021年10月27日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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