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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国富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

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对外公布的《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公司”）2021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

具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天国富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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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公司债券概要及债券受托人履行职责情况 

一、发行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浙江万马股份有

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文号：证监许可〔2019〕2809

号）； 

二、债券名称：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期）； 

三、债券简称：21 万马 01； 

四、债券代码：149590； 

五、发行规模：本期发行规模 4 亿元，发行核准总额 8 亿元； 

六、发行对象及发行方式：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七、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期限为 3+2 年，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

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八、票面利率：4.30%； 

九、计息期限：自 2021 年 8 月 10 日起至 2026 年 8 月 9 日止； 

十、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的支付方式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

定办理； 

十一、起息日：2021 年 8 月 10 日； 

十二、付息日：2022 年至 2026 年每年 8 月 10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 

十三、兑付日：2026 年 8 月 10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 

十四、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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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使用 2.00

亿元偿还银行借款，剩余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十六、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期债

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十七、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中天国富证券依据《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

人执业行为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和其他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

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及偿债

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中

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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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 2021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表：发行人基本情况 

股票简称 万马股份 股票代码 002276 
股票上市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的中文名称 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的中文简称 万马股份 
公司的外文名称（如有） Zhejiang Wanma Co., Ltd. 
公司的外文名称缩写（如有） Wanma Co., Ltd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孟宪洪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街道鹤亭街 896 号 
注册地址的邮政编码 311305 
公司注册地址历史变更情况 无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街道科技大道 2159 号，万马创新园 
办公地址的邮政编码 311305 
公司网址 http://www.wanmaco.com 
电子信箱 investor@wanmaco.com 

表：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宇恺 邵淑青 

联系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 181 号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街道科技大道 2159
号，万马创新园 

电话 0571-63755256 0571-63755192 
传真 0571-63755256 0571-63755256 
电子信箱 investor@wanmaco.com investor@wanmaco.com 

二、发行人 2021 年经营情况 

1、发行人业务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业务经营稳定，主要由以下业务构成： 

（1）电线电缆 

公司以绿色能源传输为已任，为客户提供智能输电解决方案。产品大类主要

包括电力电缆（500kV 及以下的超高压交联聚乙烯绝缘电缆、6kV～35kV 的中

压电缆、低压电缆）、防火耐火电缆、特种电缆、民用建筑线缆等系列产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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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拥有成熟线缆产业链的“综合线缆供应商”。公司产品种类齐全，具备电力

传输一体化解决能力，超高压电缆、防火电缆、风能电缆等线缆产品处于国内领

先地位。经中国电器工业协会电线电缆分会和上海电缆研究所联合评比，万马股

份荣获“2021 中国线缆行业最具竞争力企业 10 强”。 

公司是国内规模较大的通信线缆制造企业，产品系列包括：同轴电缆、室内

外光缆、安防数据缆、组件连接线等。 

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加快推进传统制造业智能转型发展，公司积极响应

国家要求，坚持把创新摆在制造业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

积极突破行业关键共性技术，公司工业智能装备线缆事业部重点从事高端工业智

能装备用电缆及组件的国产化替代，是国内较早涉足该领域的公司之一。目前工

业智能装备线缆的市场仍以欧美日国外厂商为主，国外知名厂商以其品牌和技术

综合竞争优势，占有国内超过 80%的市场份额。万马智能装备线缆事业部通过试

验设计和测试验证，分析不同材料组成和生产工艺在模拟应用环境下的使用差

异，通过独立研究和 TUV 授权实验室大量试验数据的支持，不断开发新品，打

破了国外品牌在国内的长期垄断，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已实现 93 个品号重

点产品的开发和交付，另有 202 个品号已进入实验室验证阶段，其中的超高柔性

耐扭转机器人线缆系列、高柔性长程拖链电缆系列和高端装备用特种电缆系列等

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机器人、半导体设备、锂电池制造、光刻机、工业自动化

流水线、工程机械、医疗器械、纺织机械、食品机械等自动化智能精密装备领域。 

（2）新材料 

万马高分子是电线电缆领域国内领先的新材料企业，专业从事电力电缆化学

交联绝缘材料、屏蔽材料、电缆用阻燃性材料以及环保型高分子新材料的研发、

生产与销售。公司主要产品涵盖了电线电缆制造所需的绝缘和护套两大类材料，

其中绝缘类包括化学交联和硅烷交联等产品，护套类包括 PVC、低烟无卤、阻

燃 PE 等产品。特色产品有：220kV 化学交联聚乙烯超高压电缆用绝缘料；110kV

及 66kV 化学交联聚乙烯高压电缆用绝缘料；35kV 及以下化学交联聚乙烯电缆

用绝缘料；35kV 及以下化学交联黑色聚乙烯架空电缆用绝缘料；66kV、35kV

及以下抗水树电缆用绝缘料；10kV~220kV 电缆用半导电屏蔽料；特种 PVC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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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法、两步法及特种硅烷交联聚乙烯绝缘料、自然交联聚乙烯电缆料；热塑性、

辐照型低烟无卤系列电缆料；弹性体 TPE、TPU 等。 

万马高分子生产的化学交联电缆料和硅烷交联电缆料销量均为行业第一；超

高压绝缘料为国产品牌销量第一；屏蔽料、低烟无卤、PVC 销量行业前三；公

司在 35kV 及以下中低压电缆绝缘料上，已连续多年稳居行业领先地位；自主研

发的“高压电缆（110kV）超净 XLPE 绝缘料”是国家科技部重点新产品计划项

目，该产品打破国际垄断，填补国内空白，是国内首家生产该产品的企业；220kV

超高压电缆绝缘料通过了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组织的国家级新产品鉴定，产品

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在南方电网公司的示范工程中投入运行并批量上市。

公司已发展成为行业内规模大、品类全的综合材料服务商，竞争优势明显。 

万马高分子以电缆材料为主导并进行产业延伸，包括低烟无卤材料，耐温

125℃的光伏用材料，高阻燃 PE 材料，特种 PVC，特种硅烷材料，TPU 及 TPE

等产品，公司成功切入通讯、新能源、消费电子、海洋、航天航空等高端装备市

场。 

（3）新能源 

公司作为国内最早进入充电桩领域的公司之一，通过十余年持续的业务拓展

和优化，已完成产业基础布局。公司无论是作为充电设备制造商，或是全国桩联

网的投资建设运营商，亦或是充电生态平台的服务商，都具备竞争优势。 

万马新能源拥有从 7kW 到 480kW 功率的产品线，包括大功率一体式/分体

式直流充电桩、壁挂式交流充电桩、智能交流充电桩等。目前同步推进的智能化

和柔性分配的群充系统和 30kW 小功率直流项目，引领行业技术发展趋势。 

公司主力产品 60kW/120kW/180kW/240kW/360kW 直流单桩新系列产品，解

决当前充电桩产品使用的三大痛点：其一，使用了 RTLINUX 操作系统，解决了

处理器实时性的问题；攻克了一个处理器处理完成所有充电业务的技术难题，“一

芯一世界”极大程度上提升了产品性能，降低了产品成本；其二，引入了电容屏

和 SOC 灯板的方案，大大提升了人机交互体验；其三，产品具备远程设备管理

的功能，实现远程设备故障定位和远程升级，有效降低运维难度和提升运维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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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提升产品智能化水平。通过物联网、大数据技

术，提供基于场站级的智能化解决方案以及远程设备管理能力，达到设备侧及其

组件的故障预测、远程故障自愈等功能，为客户提供更为智能、便捷、高效的充

电体验。公司目前拥有芯片级别充电桩智能化接入的技术储备及完整解决方案能

力，为用户提供优质的平台、设备的个性化开发支持和全流程充电业务需求响应

服务。城市智能充电网运营方面，万马新能源实现对自有桩体及第三方企业桩接

入、托管、运营等多种业务模式，并成功为多地第三方客户提供平台开发、场站

代运营、场站设备代运维等服务业务。 

2、发行人主营业务分析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7.67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6.96%；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1 亿元，较上年增长 21.59%。报告期，公司主要经营

工作情况如下： 

表：2021 年度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构成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2020 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营业收入合计 12,767,477,330.95 100% 9,321,789,268.60 100% 36.96% 

分行业 

工业 12,669,597,098.79 99.24% 9,226,241,877.61 98.98% 37.32% 

贸易 1,777,930.59 0.01% 20,818,471.59 0.22% -91.46% 

其他 96,102,301.57 0.75% 74,728,919.40 0.80% 28.60% 

分产品 

电力产品 7,710,594,544.12 60.39% 5,469,864,765.05 58.68% 40.96% 

通信产品 867,732,988.08 6.80% 631,620,858.56 6.78% 37.38% 

高分子材料 3,766,957,154.44 29.50% 2,891,692,242.66 31.02% 30.27% 

贸易、服务及其他 422,192,644.31 3.31% 328,611,402.33 3.52% 28.48% 

分地区 

华东地区 6,425,463,751.33 50.33% 4,425,232,654.77 47.47% 45.20% 

华中地区 1,118,697,351.73 8.76% 845,640,217.55 9.07% 32.29% 

华北地区 1,583,052,241.41 12.40% 891,265,458.64 9.56% 77.62% 

华南地区 1,404,271,331.29 11.00% 1,336,658,492.23 14.34% 5.06% 

其他地区 2,235,992,655.19 17.51% 1,822,992,445.41 19.56% 22.66% 

分销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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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行人非主营业业务分析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占利润总

额比例 
形成原因说明 

是否具有

可持续性 

投资收益 1,368,476.91 0.47% 
主要为银行理财收益 467.10 万元，远期结售汇交割收益

308.37 万元，套期投资收益-605.28 万元 
否 

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 
-6,679,070.33 -2.32%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及套期工具浮盈浮亏

形成 
否 

资产减值 -19,375,646.68 -6.72% 存货跌价、固定资产、工程物资、合同资产计提减值形成 是 

营业外收入 7,461,027.28 2.59% 违约赔偿、罚款收入及无法支付的应付款项等形成 否 

营业外支出 10,639,475.04 3.69% 固定资产处置损失、违约金罚款赔偿等支出形成 否 

信用减值损失 -27,893,531.20 -9.68% 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应收票据计提坏账形成 是 

三、发行人 2021 年度财务情况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资产总计 11,420,863,373.28 8,341,953,129.96 
负债合计 6,866,259,213.22 3,815,558,043.41 
所有者权益合计 4,554,604,160.06 4,526,395,086.55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合计 4,538,677,678.59 4,522,930,198.46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12,767,477,330.95 9,321,789,268.60 
营业成本 12,561,682,454.32 9,110,244,633.45 
利润总额 288,288,591.54 248,357,595.97 
净利润 273,709,949.79 226,060,279.2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1,206,596.57 223,052,864.45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项目 
2021 年 2020 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直销 12,009,847,225.72 94.07% 8,710,555,742.70 93.44% 37.88% 

经销 757,630,105.23 5.93% 611,233,525.90 6.56% 2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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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08,994,063.70 703,747,603.0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2,310,511.04 7,174,499.7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4,638,677.46 -510,736,888.2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38,005,202.43 196,952,50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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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4.00 亿元整，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

拟使用 2.00 亿元偿还银行借款，剩余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二、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21 年末，21 万马 01 募集资金扣除承销费用后使用情况如下：20 万

马 01 扣除发行费用后共取得募集资金 3.9576 亿元，已使用 2.00 亿元用于偿还银

行借款，剩余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21 万马 01 的募集资金使用与募集说明书

约定一致。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符合约定用途。募集资金使用履行的程序依照公司与

受托管理人、监管银行签署的监管协议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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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增信机制有效性分析 

本期债券由发行人控股股东青岛西海岸新区海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

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2021 年度担保人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表：“21 万马 01”担保人 2021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负债表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总资产（万元） 13,183,313.03 9,410,795.97 

总负债（万元） 8,562,785.71 6,535,919.66 

净资产（万元） 4,620,527.32 2,874,876.30 

利润表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3,249,759.84 1,619,294.95 

利润总额（万元） 56,005.76 43,000.06 

净利润（万元） 46,644.62 33,233.1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万元） 25,135.91 30,615.26 

现金流量表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经营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145,585.11 -320,531.48 

盈利能力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净资产收益率（%） 1.08 1.43 

偿债能力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资产负债率（%） 64.95 69.45 

流动比率（%） 174.86 278.03 

速动比率（%） 122.21 128.31 

报告期内本期债券增信机制有效性无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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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21 年度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本期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

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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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本期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2 年至 2026 年每年 8 月 10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6 年 8 月 10 日。如遇法定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本期债券 2022 年付息日为 2022 年 8 月 10 日，截至本报告日，本期债券尚

未进入 2022 年付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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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发行人在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的执行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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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本期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2022 年 6 月 13 日，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公告《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2022 年的跟踪评级报告》（联合[2022]2392 号）。 

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对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主体及其相关债

券的信用状况进行跟踪分析和评估，确定维持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主体长期信

用等级为 AA，“21 万马 01”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16 
 

第九章  其他事项 

经受托管理人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核查，本期债券 2021 年度存在如下重

大事项变化： 

（一）发行人变更会计师事务所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已连续 15 年为发行人提供审计服务，在执业过程中

坚持独立审计原则，切实履行了审计机构应尽职责。为持续保障审计工作的独立

性、客观性、公允性，并综合考虑公司业务发展和未来审计服务需求，发行人经

与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友好协商，并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同意，拟改聘致

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为发行人提供

审计服务。 

2021 年 10 月 28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

对、0 票弃权，全票审议通过《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聘任致同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负责公司 2021 年度

财务报表审计和内控审计等工作，聘请费用合计为 145 万元，并同意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不属于本期债券存续期间需要召开债券持有人

会议的情形，无需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自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上述事项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对发行人日

常管理、生产经营、财务状况以及偿债能力无重大不利影响。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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