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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98                        证券简称：汉缆股份                        公告编号：2022-009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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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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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6796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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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缆股份 股票代码 002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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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正庄 武洁 

办公地址 青岛市崂山区九水东路 628 号 青岛市崂山区九水东路 628 号 

传真 0532-88817462 0532-88817462 

电话 0532-88817759 0532-88817759 

电子信箱 wzz3333@126.com hanhe1@hanhe-cabl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营业务概述 

     公司是集电缆及附件系统、状态检测系统、输变电工程总包三个板块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

产品主要为电力电缆、装备用电缆、特种电缆、数据电缆、架空线等，主要应用于电力、石油、化工、交

通、通讯、煤炭、冶金、水电、船舶、建筑等国民经济的多个领域，电线电缆产品涵盖百余个系列万余种

规格，具备为国内外各级重点工程提供全方位配套的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紧密围绕公司的战略目标和本年度的经营计划开展各项工作。报告期内，为打

破境外公司对高压超高压交联电缆聚乙烯绝缘料的市场垄断，加快推进高压超高压交联电缆聚乙烯绝缘料

产品的国产化，保障国家电力供应的安全，推进高压超高压交联电缆聚乙烯绝缘料等产品的关键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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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及产业化，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出资3,000 万元在淄博设立全资子公司淄博齐鲁高电压绝缘材料有限公

司。通过在淄博设立公司，可加强与齐鲁石化协作，可降低公司原材料生产成本，有利于提高公司在高压

超高压交联电缆聚乙烯绝缘料开发方面的竞争力，有利于推动公司战略发展目标的实现。为推动我国高压

超高压交联电缆聚乙烯绝缘料产业的发展，促进国民经济建设做出贡献。 

 

 （2）报告期内，公司采用“设计-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的经营模式进行产品结构及市场结构调整，不

断满足客户需求，提升企业竞争力。在设计方面，和有电力资质的设计院一起进行电力项目设计，研发方

面，公司基于市场需求，利用公司技术研究中心，不断加大对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投入，不断提升新产

品研发能力。并针对现有产品进行优化改造，提升现有产品品质，巩固及拓展现有产品的市场地位。在生

产方面，由于线缆行业存在“料重工轻”的特点，商品铜价格近年来波动幅度较大，存货成本高且管理风

险较大。因此，公司一方面采取以销定产的方式进行生产经营，另一方面通过套期保值预防铜价波动风险。

在销售方面，公司在保持以往传统销售模式的同时，积极推行电子商务平台，实现线上线下两种渠道销售。 

（3）业绩驱动因素：2021年，公司践行“聚势、赋能、跨越”的董事会工作指导方针，通过加强战略管

理、研发管理、投资管理和运营优化等提升线缆主业的竞争能力，并积极培育氢能源领域相关子公司的发

展，营业收入、净利、股东回报等主要财务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继续保持稳健发展。 

公司通过华夏基石管理咨询项目的落地，科学落实发展战略分解，打通各事业部、业务单元的战略支撑关

系，薪酬绩效体系得到优化，为公司组织能力提升和人才引进打下良好基础。 

    在产能投资和设备改造方面，焦作中低压生产基地、即墨海工装备产业园等项目建设顺利推进，同和

特种线缆生产基地、阳谷高压生产基地产能也得到进一步释放，在提高交货能力和产品质量保障水平的同

时，公司借助主要生产基地功能定位规划、调整的时机，积极推进新产品的投产，加快产品叠代和生产方

式的变革。 

    在运营优化方面，公司以提高管控效果和优化运营效率为主线，借助SAP系统成功上线，深化了各业

务模块的应用扩展，使信息系统、数字运营更好的支撑公司的大客户开发、商机管理、订单履约、信用管

理、毛利分析、成本管控、质量追踪、人力资源等专业管理工作向规范化、科学化、智能化迈进，客户结

构、产品结构和毛利结构进一步优化，资产周转水平稳定提升。 

（4）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及行业地位 

    电线电缆制造业是国民经济中最大的配套行业之一，产品广泛应用于能源、交通、通信、汽车以及石

油化工等产业，其发展受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国家经济政策、产业政策走向以及各相关行业发展的

影响，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线缆制造大国。公司所处的电线电缆行业也作为

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进入了由高速增长期到中低速增长期的转变过程。目前，产业发展还不成熟、重量

轻质，产业集中度低，科研投入不足，创新能力较弱，与国外先进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提升质量将

成为行业今后发展的主要方向。传统的实体制造业下行压力巨大，电缆行业产能过剩、需求下降、利润微

薄、成本上升的矛盾更加突出，电缆业务面临更加严峻的市场压力和生存考验。虽然我国电缆行业发展尚

存在种种问题和阻碍，但伴随着近年来国家电网、数据通信、城市轨道交通等行业的快速发展，增加了对

电线电缆产品的需求，促进我国电线电缆行业规模的提升，为电缆行业创造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公司作为我国电线电缆制造的龙头企业之一，以质量和服务为基础，稳健发展电缆产业；加强科技创

新，增强核心技术竞争力。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国家高压超高压电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博士后科

研工作站。在行业率先通过ISO9001、ISO14001、OHSAS18001三大体系认证，并获中国电能认证和国际知

名的KEMA、DNV、UL等认证。产品档次和综合效益位居国内行业领先水平。在行业内享有很高的品牌影响

力和美誉度。为国内唯一提供500kV及以下电缆及附件、敷设安装、竣工试验成套服务全套解决方案和交

钥匙工程的大型制造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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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末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减 

总资产 9,320,912,443.07 7,512,857,007.87 24.07% 6,359,097,561.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372,271,855.15 5,637,562,935.02 13.03% 5,037,572,220.31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8,981,293,011.01 6,951,768,704.68 29.19% 6,179,608,830.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77,153,230.88 583,301,076.48 33.23% 435,485,210.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38,060,391.04 559,650,134.39 31.88% 392,583,209.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2,184,044.23 961,316,193.93 -43.60% 448,543,868.6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 0.18 27.78% 0.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 0.18 27.78% 0.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90% 10.91% 1.99% 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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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7,630,985.84 2,608,477,686.28 2,389,680,584.05 2,825,503,754.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5,485,164.38 370,084,459.31 214,322,891.94 77,260,715.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9,909,390.96 362,272,421.14 203,960,982.53 61,917,596.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2,851,056.82 -367,733,694.08 -153,957,206.21 901,023,88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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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106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33,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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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汉河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66.56% 

2,214,408,
016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15% 

38,131,59

5 
   

王平 
境内自然

人 
0.40% 

13,181,26

0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易方达裕祥

其他 0.29% 9,73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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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报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

金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兴全趋势

投资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11% 3,663,700    

郑景涛 
境内自然

人 
0.09% 3,044,500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淳厚欣享

一年持有期

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09% 2,860,000    

陈忠良 
境内自然

人 
0.08% 2,766,800    

赵吉庆 
境内自然

人 
0.08% 2,627,800    

梁彩荣 
境内自然

人 
0.08% 2,534,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无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郑景涛持有公司 3,044,500 股，其中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 2,568,900 股；陈忠良持有公司 2,766,800, 其中通过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2,766,800股;赵吉庆持有公司2,627,800 股,其中通过国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607,800股;梁彩荣持有公司 2,534,300股, 

其中通过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2,53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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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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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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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法定代表人：张立刚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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