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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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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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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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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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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鼎股份 600105 永鼎光缆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国栋 陈海娟 

电话 0512－63272489 0512－63272489 

办公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黎里镇

318国道74K处芦墟段北侧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黎里镇

318国道74K处芦墟段北侧 

电子信箱 zgd@yongding.com.cn zqb@yongding.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6,316,440,572.61 6,225,409,012.08 1.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98,703,310.97 2,732,538,704.89 -8.56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3,928,340.60 185,893,929.99 -182.80 

营业收入 1,238,866,896.83 1,869,862,142.06 -33.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0,439,891.02 27,062,714.51 -692.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1,857,905.57 21,952,895.09 -882.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9 0.94 减少7.0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0 0.022 -690.9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0 0.021 -719.05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70,659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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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永鼎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6.89 456,896,247 0 质押 274,000,000 

上海东昌企业集团有限公

司 

其他 3.89 48,111,539 0 未知   

上海东昌广告有限公司 其他 2.89 35,750,156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0.92 11,372,534 0 未知   

高雅萍 未知 0.62 7,632,154 0 未知   

曾维 未知 0.61 7,500,000 0 未知   

天津道可明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其他 0.39 4,873,760 0 未知   

石炎军 未知 0.36 4,515,180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国泰中证全指通信设

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36 4,430,790 0 未知   

苏博 未知 0.34 4,157,079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前 10名股东中，永鼎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与其他 9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前 10名股东中, 上海东昌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上海东

昌广告有限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3、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



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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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

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永鼎转债 110058 2019-4-16 2025-4-16 97,941.6 0.6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54.61   49.09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2.34   3.16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一）通信科技产业 

2020年上半年，光纤光缆行业第一季度由于受新冠疫情影响订单明显减少，第二季度随着疫

情的缓解及复工复产的持续推动，产能逐渐恢复；公司上半年光缆接单总量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幅

超过 10%，但市场价格比上年同期明显下降，由于光缆产能过剩，其主要原材料光棒、光纤的价

格持续低迷，影响了光缆售价，导致毛利不及上年同期。为此，公司将加大国际市场的开拓力度，

同时强化内部精益管理，降低生产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新冠疫情影响了全球光模块的销售，

但在国内，由于在 5G部署和数据中心建设等新基建战略推动下，光模块的需求表现强劲，公司上

半年光器件及光模块收入与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幅较大。 



公司的光棒项目建设目前已完成了土建工程及机电安装工程，但受疫情影响，国外设备生产

厂商的安装调试人员无法按时抵达项目现场，导致生产设备安装调试未能按预期完成。当前公司

正与韩方积极协调，能尽快安排人员到位，加快设备调试进度。 

（二）海外工程产业 

受国际经济形势整体不景气和大量中资企业走出去的激烈竞争影响，公司 2020 年上半年新增

业务量明显下滑。由于当前外部环境高度不确定性和疫情带来的风险，在执行的项目进度受较大

影响，在目前形势下，公司适时调整策略，谨慎稳妥地竞标新项目、稳固并深挖现有市场、精细

化抓好现有项目、按时交付精品工程积累口碑、保证充裕的现金流。目前，公司在手的重大项目

情况如下： 

（1）孟加拉国库尔纳 200-300MW 双燃料联合循环电站项目，2019 年 5 月已开工建设，受疫

情影响，预计工期将会顺延；（2）孟加拉国家电网公司电网升级改造项目，已完成中国和孟加拉

两国政府的全部审批手续，业主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签订了货款协议，现阶段正在推进贷款协议生

效条款的落实。 

公司海外工程长期持续稳健经营，截至目前所有项目均按时保质竣工交付、未出现任何纠纷，

公司主要精耕细作于孟加拉、老挝、埃塞俄比亚、赞比亚等 11个“一带一路”沿线的政局稳定国

家，业主为所在国的国家电网和电力机构，相关工程为所在国政府审批手续齐全的国有项目，资

金系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所在国政府财政等已落实的专项资金。 

（三）汽车线束产业 

（1）传统线束 

2020年上半年受疫情爆发的影响，公司两大主要客户上汽大众和上汽车通用销量大幅下滑，

给公司的业务带来了严重影响，产值较预期产生一定降幅，下半年随着疫情逐步好转，公司的经

营状况正在恢复。 

上半年公司共参与 20多个项目的报价，截止到 6月底，共争取到 11个项目定点，为公司今

后的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时，公司还将基于三维建模数据进行智能制造工艺方面的整

体设计，以降低开发成本，缩短项目开发周期，实现同步研发设计及技术协调。 

（2）新能源汽车线束 

新能源汽车高压线束是行业未来的潜在盈利增长点，也是公司高度关注的细分市场。尽管处

于疫情影响下的经营困难期，公司仍持续加强新能源业务方面的投入：如进口大平方开线机、屏

蔽线开线、进口剥线机、大平方线压接机、线束自动加工一体机、高压 MES 系统等一大批行业领



先设备，总投资超 2千万元。2018年定点天际 421项目将在下半年进入批量交付状态；华人运通

项目已经进入样线交付状态，目前运营稳定；且上汽通用某新能源车线束项目为公司后续拓展国

内外新能源汽车市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公司还在积极争取其他优质客户的新能源汽车线

束业务。 

（四）超导材料产业 

因整个超导市场的产业化进程处于探索期，超导应用目前仍处于产品研发、样机验证、示范

工程推广阶段,目前超导材料已形成小批量生产和销售，超导（通用）电气产品销售逐步铺开。公

司将持续深化、优化第二代高温超导带材的核心制备工艺，致力于攻克量产难关，实现该产品低

成本、高产率的生产能力，以满足市场需求，有效推动超导材料技术的产业化进程。 

公司于 2020年 6月份与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苏州供电分公司、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政府共

同签署了高温超导直流电缆供电示范工程框架合作协议，三方将联合共建江苏省内第一个超导技

术示范工程，公司将为该示范工程项目提供所需的高温超导直流电缆。该项目结合国网苏州公司

实施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中低压直流配用电系统关键技术及应用”的具体场景，根据同里

区域能源互联网示范区工程建设的需要，使用最先进的国产化第二代高温超导带材，首创正负极

同轴的低温绝缘结构型式，致力于在国际能源输变电领域展示超导电缆的大电流传输的高效、环

保、无网损特点，平衡区域负荷，提高供电经济性。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详见公司《2020 年半年度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44.重要会计

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