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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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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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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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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11 元（含税），以公司

2020年 12月 31日的总股本 288,268,235股为基数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31,997,774.09元

（含税），占公司 2020 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30.20%。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汇金通 60357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朱芳莹 

办公地址 青岛胶州市澳门路333号海湾天泰金融广场4号楼701 

电话 0532-58081688 

电子信箱 hjt@hjttower.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的主要业务为输电线路角钢塔、钢管塔、变电站构架等电力输送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是国内能够生产最高电压等级 1000kV输电线路铁塔的企业之一，且通过国家电网、南方电网

等公司铁塔产品供应资质能力预审备案。 

1、角钢塔：主要由角钢件构成的铁塔，各构件之间通过螺栓连接，需按用途及受力计算选择

角钢规格尺寸，广泛应用于电力及通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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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钢管塔：由单管或多管组装而成的铁塔，通过法兰和螺栓连接，需按受力计算选择钢管的

规格尺寸，钢管可以为无缝管，也可以用钢板加工成有缝管，广泛应用于电力、广电及通信领域

（单管由板材折弯焊接而成，多管由单管组装而成）。 

   

3、变电站构架：变电站是电力系统中变换电压、接受和分配电能、控制电力的流向和调整电

压的电力设施，它通过其变压器将各级电压的电网联系起来。在电力系统中，变电站是输电和配

电的集结点。因此，变电站整体构架的性能直接影响到变电站工作效率。变电站构架主要有角钢、

钢管、钢板等钢材组成,构件之间通过焊接或者螺栓连接，构架连接节点比较复杂，一般采用柱头

形式或者法兰形式，要求外观美观，广泛应用于变电站内各种设备和导线之间的支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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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生产过程中采购的原材料有两大类：一类是直接用于生产的主要原材料，包括钢材、板

材等，另一类是对产品性能有一定影响的辅助材料，包括锌锭、紧固件等。公司制定了供应商管

理体系和物资采购流程体系，公司供应部对供应商进行合格供方评定并定期进行评估，对供应商

的认定主要通过生产条件、生产资质、产品质量等多方面考核。 

公司一般采取比价采购模式，供应部根据技术部提供的材料计划表，调查、落实采购价格，

制定采购计划，由分管采购人员选择至少三家以上供应单位进行询价，最终确定供应商。签订采

购合同后，供应商根据合同约定的时间进行交货。对于钢材等重要原材料，公司一般与主要供应

商每年年初签订采购框架合同，约定每年保证供货量，在该合同约定的数量内，公司根据实际生

产需要通知卖方，卖方按市场价格在约定的时间内保证货源供应。 

结算方面，公司与供应商一般采取现款结算、信用结算两种模式： 

（1）现款结算：双方签订合同后，公司支付一定比例的预付款，提货前全额付款或保留一小

部分货款于提货后结算。 

（2）信用结算：供应商按合同约定将货物运至公司并经检验确认无质量异议后，公司于收到

发票一定期间内付款。 

2、生产模式 

公司实行“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公司与客户签订产品销售合同后，首先由公司技术部门

对设计图纸进行分解校核，通过公司的程序化管理和先进的制图软件保证图纸设计的正确性。其

次，根据图纸分解结果进行放样，导入 ERP 生产管理系统，编制条形码和小样图纸。之后，生产

部门通过 ERP 生产管理系统制定单个项目的生产计划，包括劳动力配备计划、原材料采购计划及

生产工期计划，由生产车间执行，执行的结果通过 ERP生产管理系统直接反馈到相应的管理模块，

进行监督检查。 

3、销售模式 

公司现有主要产品均属于非标准产品，必须根据电力设计院或客户提供的相应设计图纸进行

加工，产品具有相当的专业性、复杂性和独立性。 

目前国内输电线路铁塔产品的采购资金主要来源于国有资金，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项目主要资金来源为国有资金的必须采用公开招投标的方式确定中标单位。我国输电线路铁塔市

场按照招投标主体的不同，可分为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和内蒙古电网三个主要市场。其中南方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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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负责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五省输电线路铁塔的统一招标，国家电网负责除南方五省、

内蒙古之外的其余省份 35kV及以上电压等级输电线路铁塔的统一招标，内蒙古电网单独招标。国

家电网除统一招标外，下辖各省市级电力公司和物资公司负责当地 35kV以下电压等级输电线路铁

塔的招标。 

公司输电线路铁塔产品的订单绝大多数都必须通过完全透明的公开招投标方式获取，并在中

标后与招标方直接签订供货合同，获取订单具体流程如下： 

 

除上述三大电网公司，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华润电力

控股有限公司、陕西省地方电力（集团）有限公司等公司主要客户也均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采购输

电线路铁塔产品。 

国际市场上，公司目前主要销售对象为巴基斯坦等国家的电力公司，通过参与当地招投标的

方式获取订单。 

 

 

公司销售网络图（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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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销售网络图（国际） 

 

（三）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公司业绩的主要来源为公司输电线路铁塔，其利润源于输电线路铁塔的产销及成本

和其他管理成本的控制。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等并未发

生重大变化。 

（四）行业情况说明 

1、行业发展阶段 

（1）“新基建”背景下特高压建设加速，为铁塔制造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电力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工业，其发展对经济增长有很强的推动作用，而经济的增长也

会带动电力需求的增长。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电力消费需求，缓解电力供需的矛盾，我国高度重

视对电力工业的投资。 

2020年4月2日，国家电网召开了“新基建”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对2020年工作提出“三

个加快、一个加强”，“加快特高压工程项目建设”赫然在列。“新基建”催生出新电力。“十四五”

期间，我国将会以更大的勇气推行“云大物联智链”等现代信息技术在电力领域更大规模、更大

范围地应用，加快推进智慧电厂、智能电网、智能运维、智慧工地、电力服务云平台等建设，全

面提升我国电力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水平。电网投资的逐步加大必将增加对输电线路铁塔

的需求，为铁塔制造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同时，当前清洁能源消纳需求旺盛，未来清洁能源需求将进一步提升，能源格局将不断优化，

随之带来的供需不匹配问题增加了跨省区输电压力。特高压作为改善能源调配格局、促进清洁能

源消纳的重要手段，仍有稳定的内生需求，我国铁塔制造企业将从中获益。 

（2）国际业务迎来发展机会 

根据世界能源署预测，未来到2035年间全球电力需求的年平均增幅将达到2.4%，带动相关电

力建设投资增加，使输电线路铁塔等电力设备的需求扩大。虽然当前我国部分铁塔企业已经开始

拓展国际业务，但国际业务在铁塔企业收入中占比仍然较少。随着世界其他国家电网的建设与升

级改造不断进行，将会有更多有实力的企业不断拓展国际业务，攫取新的利润增长点。 

随着国家“走出去”政策的逐步推进，全方位、多领域的电力对外开放格局更加明晰，电力

产业国际化将成为一种趋势。国际市场能源电力工程投资、设计以及施工存在巨大发展空间，凭

借着在原材料及人工成本等方面的优势，我国铁塔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越来越强。不仅东南

亚、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对我国铁塔产品需求增加，发达国家也逐渐转向中国采购铁塔产品，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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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铁塔产品的出口量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 

2、行业周期性特点 

铁塔行业的发展与电力工业发展密切相关，铁塔产品的需求主要受电网建设投资的影响。“十

三五”及“十四五”规划我国电网投资保持稳定增长，因此输电线路铁塔行业不具有明显的周期

特征。 

3、公司的行业地位 

目前国内电力输送设备制造行业生产技术及规模较为成熟稳定，属充分竞争性行业。本公司

起步较晚，生产规模属中小型企业，但凭借现代化的管理，先进的技术装备，灵活的市场开拓战

略，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公司重视产品质量与售后服务，在市场中具有重要竞争地位。报告期内，

随着公司资本实力和资产规模的增强，公司在行业细分领域的竞争力和行业地位得到全面提升。

报告期内国家电网招标量为2,123,309.63吨，公司中标量为57,564.42吨，公司市场排名第3位。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电网公开信息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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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 

2018年 

总资产 2,572,028,402.96 2,487,956,986.26 3.38 1,988,209,022.16 

营业收入 1,937,063,005.45 1,618,323,856.17 19.70 958,240,959.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05,966,944.26 59,027,601.44 79.52 31,749,793.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05,615,924.52 57,135,499.51 84.85 29,127,492.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348,602,088.09 1,241,703,310.47 8.61 884,642,714.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4,378,138.23 -10,270,082.30 不适用  -83,967,020.3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676 0.2307 59.34 0.129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676 0.2307 59.34 0.12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8.26 5.92 

增加2.34

个百分点 
3.62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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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741,642.46 594,350,366.94 495,857,779.95 378,113,216.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3,598,461.41 35,285,235.95 34,257,746.55 12,825,500.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23,708,568.48 36,435,541.95 32,456,720.07 13,015,09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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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91,995,644.58 -48,865,423.60 -27,693,194.11 104,176,124.06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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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6,60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5,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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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刘锋 0 53,763,037 18.65   质押 
17,296,

094 
境内自然人 

天津安塞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0 43,240,235 15 

43,240,2

35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河北津西钢铁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43,240,

235 
43,240,235 15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刘艳华 
-43,240

,235 
25,597,765 8.88   质押 

25,597,

765 
境内自然人 

路遥 0 7,206,360 2.5   无   境内自然人 

姚杨   1,929,120 0.67   无   未知 

林源晟   1,655,878 0.57   无   未知 

吴唯清   1,582,000 0.55   无   未知 

刘雪芳 
-648,57

0 
1,430,430 0.5   无   境内自然人 

冯健威   1,316,380 0.46   无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刘锋与刘艳华系夫妻关系，刘雪芳系刘锋姐姐，路遥系刘锋、刘艳

华儿媳，天津安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河北津西钢铁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的间接控股子公司。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

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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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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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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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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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257,202.84 万元，较上年增加 3.38%；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 134,860.21 万元，较上年增加 8.61%；实现营业收入 193,706.30 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加 19.70%；本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0,596.69 万元，比上年

同期增加 79.52%。 

2020年度，公司共实现销售量 241,074.41吨,其中角钢塔销售 181,851.61 吨,同比增加 39.

65%；钢管塔销售 48,052.41 吨,同比降低 19.92%；其他钢结构销售 11,170.40吨,同比降低 1.87%。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自 2020年 1 月 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已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核通过。2020 年起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

年初财务报表相关情况： 

（1）对合并资产负债表影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重分类/调整 2020年 1月 1日 

应收账款  517,858,380.52  -72,620,757.03  445,237,623.49  

存货 962,127,907.45 22,422,136.57 984,550,044.02 

合同资产  72,620,757.03 72,620,757.03 

预收账款 182,684,501.10  -180,596,926.25   2,087,574.85  

合同负债   159,820,288.72   159,820,288.72  

其他流动负债  7,541,594.95   20,776,637.53   28,318,232.48  

递延所得税负债  2,209,473.60  3,363,320.49  5,572,794.09  

盈余公积  33,259,182.61  1,905,881.61 35,165,064.22  

未分配利润  272,286,800.08  17,152,934.47 289,439,734.55  

（2）对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影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重分类/调整 2020年 1月 1日 

应收账款  542,971,317.85  -72,620,757.03  470,350,560.82  

存货 911,394,905.15 22,422,136.57 933,817,041.72 

合同资产  72,620,757.03 72,620,757.03 

预收账款 181,664,937.60  -180,577,362.75   1,087,57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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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重分类/调整 2020年 1月 1日 

合同负债   159,802,975.88   159,802,975.88  

其他流动负债 7,541,594.95  20,774,386.87  28,315,981.82 

递延所得税负债 2,209,473.60 3,363,320.49 5,572,794.09 

盈余公积 33,259,182.61 1,905,881.61 35,165,064.22 

未分配利润 256,102,703.59 17,152,934.47 273,255,638.06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主要经营

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持股比例(%) 
取得方式 

直接 

青岛华电海洋装备有限公司 胶州 胶州 工业企业 100 设立 

青岛强固标准件有限公司 胶州 胶州 工业企业 100 企业合并 

烟台金汇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海阳 海阳 工业企业 59.95 企业合并 

HJT Steel Tower(Australi

a) Pty Ltd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贸易 60 设立 

青岛华电检测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 
胶州 胶州 检测服务 100 设立 

宝力国际电力工程（北京）有

限公司 
北京 北京 

工程项目管

理 
100 设立 

HUIJINTONG POWER EQUIPMEN

T（SINGAPORE） PTE. LTD. 
新加坡 新加坡 贸易 100 设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