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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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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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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准确性、

完整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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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60元（含税）。以202

1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339,139,100股为基数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20,348,346.00元（含税

），占公司2021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30.72%。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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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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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胶州市杜村工业园恒业路18号 

电话 0532-58081688 

电子信箱 ir@hjttower.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所处行业情况 

1、行业发展概况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公司所处行业为“C33

金属制品业”大类下的“C3311 金属结构制造业”。公司产品可应用在电力、通讯、新能源、轨道

交通等产业领域，其中公司主营产品输电线路铁塔主要应用于电网建设，电力行业为本行业的主

要下游产业。 

（1）我国庞大的电力投资为输电线路铁塔行业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市场基础 

电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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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增长也会

带动电力需求的增长。近年来，我国社会用电需求不断增长，据国家能源局统计数据，2021 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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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全社会用电量为 83,128 亿千瓦时。具体如下图所示：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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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辛保安在 2022年度工作会议上指出，“十四五”期间国家电网计划投入 3500

亿美元（约合 2.23 万亿元），推进电网转型升级；2022 年国家电网在电网建设方面计划投资 5,0

12亿元，首次突破 5,000亿元，创历史新高；南方电网公司在《南方电网“十四五”电网发展规

划》中提出，“十四五”期间，南方电网电网建设将规划投资约 6,700亿元，以加快数字电网建设

和现代化电网进程，推动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构建。 

2021年我国完成电网投资总量为 4,951亿元，完成电源投资总量为 5,530 亿元，具体如下图

所示：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按照我国最新普查总人口 141,212 万人计算，2021 年我国人均用电量为 5,886.75 千瓦时，

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2021年全国电力工业统计快报一览表》统计，2021年我国人均

装机容量为 1.6832千瓦，比往年稳步提升，但我国的电力建设相对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的发展空

间。 

近年来，为了满足电源大规模集中投产和用电负荷增长的需要，我国电网规模不断扩大。20

21年全国电网 22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回路长度、公用变电设备容量分别为 83.34万千米、49.3

9亿千伏安，延续逐年增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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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逐年增长的用电需求为我国电力投资带来了稳定的内生需求，电网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

基础保障，电力供应的瓶颈关键在于电网，而电网安全、高效的运行离不开输电线路铁塔的支撑。 

综上，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向好将驱动电力行业未来投资继续保持长期增长，庞大的电力投

资为输电线路铁塔行业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市场基础。 

（2）“双碳”目标下，“新基建”之特高压规划超预期，输电线路铁塔行业迎来重大战略机遇 

我国能源分布严重不均，一次能源基地和用电负荷中心呈现明显的“反向分布”特点，中国

西部和北部地区集中了大部分能源但当地负荷需求低，而东南部沿海地区负荷需求大但能源匮乏，

中国的资源禀赋特点和现实环境决定了特高压建设的必要性。目前，我国共建成投运30条特高压

线路，其中国家电网已累计建成“13交13直”特高压工程，在运在建特高压工程线路长度达到4.

1万公里，变电（换流）容量超过4.4亿千伏安（千瓦），累计送电超过1.8万亿千瓦时，国家电网

公司经营区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2.6亿千瓦，特高压大电网在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

统，促进能源转型与低碳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2020年，国家首次明确了“新基建”的范围，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

设施三个方面以及5G、特高压、城际高铁和轨道交通、人工智能等七大领域的建设内容。特高压

项目具有投资规模大、产业链长、带动力强等优势，成为“新基建”的重头戏。在“新基建”七

大领域中，除特高压是最为直接的电网设施建设外，其他各领域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都必须

配备科学规划和不断有序建设的电力设施，将间接为电网发展注入新动力。 

2021年，党中央提出“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重大战略目标，“双碳”

目标下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全面推进，电力系统迎来更加深刻的能源体系变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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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

碳”大背景下已成为中国“西电东送、北电南供、水火互济、风光互补”的能源运输“主动脉”，

破解了能源电力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实现了能源从就地平衡到大范围配置的根本性转变，有力推

动了清洁低碳转型，特高压将成为解决能源消纳和完善电网主网架布局和结构的核心抓手。 

 “十四五”期间，国家电网规划建设特高压工程“24交14直”，涉及线路3万余公里，变电换流

容量3.4亿千伏安，总投资3,800亿元。2022年，国家电网计划开工“10交3直”共13条特高压线路。

新型电力系统是我们国家电力系统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在“碳达峰、碳中和”和“新基建”的双

重推动下，“十四五”特高压规划超预期，特高压作为解决资源禀赋约束的重要一环，有望迎来新

一波建设高峰，产业链上下游将高度受益。 

（3）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为输电线路铁塔的出口提供巨大市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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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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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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电力等能源存在明显的供应缺口，“一

带一路”国家的能源电力工程投资、设计以及施工存在巨大潜力。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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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国铁塔产品的出口提

供巨大市场空间。 

2、本行业与上下游行业的关联性 

 

公司产品可应用在电力、通讯、新能源、轨道交通等产业领域，其中公司主营产品输电线路

铁塔主要应用于电网建设，电力行业为本行业的主要下游产业。 

生产铁塔的主要原材料是钢材和锌锭，这两种材料在铁塔的生产成本中占有较大比例,且随着

原材料价格不断攀升，主要原材料在生产成本中的占比也随之上升。据公司统计，钢材在铁塔生

产成本中约占 65%以上，锌锭约占 15%。因此，钢材与锌锭是本行业的上游产业，对本行业有较大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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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我的钢铁网 

3、行业周期性特点 

输电线路铁塔行业的发展与电力行业发展密切相关，铁塔产品的需求主要受电网建设投资的

影响。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向好将驱动电力行业未来投资继续保持长期增长，庞大的电力投资为

输电线路铁塔行业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市场基础，因此输电线路铁塔行业不具有明显的周

期特征。 

4、公司市场地位 

公司自 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深耕输电线路铁塔制造细分领域，经过多年的深入探索与实践，

公司凭借高效的管理机制、持续的技术创新、先进的技术装备及过硬的产品质量，在行业细分领

域已形成较强的竞争力和较高市场地位。 

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和战略实施，坚持内生式增长与外延式发展相结合的战略路径，通过兼

并收购、战略合作等多种方式，已形成了青岛、重庆、泰州“三大基地”的产能布局，产能规模

突破至 45万吨。随着公司资本实力和资产规模的增强，公司有望受益于市场容量及市场份额的双

重提升，致力实现行业龙头企业的战略目标。 

（二）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业务情况 

1、主营业务情况说明 

公司主要业务包括输电线路铁塔、紧固件、通讯塔、光伏支架等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以及电力项目总承包、检验检测服务等业务，服务于电力、通讯、新能源、轨道交通等产业领域，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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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为角

钢塔、钢管塔、变电站构架等，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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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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执行销售订单采购与备料采购相结合的采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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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按照订单执行采购之外，为

控制未来钢材市场价格波动风险，公司还执行备料采购，提前储备部分钢材。公司采购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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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8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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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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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国家的电力公司或其下属公司，通过参与当地招

投标的方式获取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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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国内销售网络图 

 

公司国际销售网络图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经营模式等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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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

上年增

减(%) 

2019年 

总资产 3,523,693,985.00 2,572,028,402.96 37.00 2,487,956,986.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755,784,929.00 1,348,602,088.09 30.19 1,241,703,310.47 

营业收入 2,498,434,839.61 1,937,063,005.45 28.98 1,618,323,856.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66,243,345.34 105,966,944.26 -37.49 59,027,601.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53,370,946.21 105,615,924.52 -49.47 57,135,49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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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12,960,732.03 -64,378,138.23 不适用 -10,270,082.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4.4912 8.26 

减少

3.77个

百分点 

5.921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01 0.3676 -40.13 0.23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01 0.3676 -40.13 0.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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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119,134.67  565,749,903.02  695,609,367.89  734,956,434.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7,320,489.05  24,662,473.00  20,240,032.65  -5,979,649.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25,738,409.24  18,023,094.28  17,592,902.18  -7,983,459.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699,169.16  34,479,800.06  -293,822,698.07  -41,918,664.86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5,98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0,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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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 

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河北津西钢铁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50,870,

865 

94,111,

100 
27.75 50,870,865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刘锋  
53,763,

037 
15.85   质押 

17,296,0

94 
境内自然人 

天津安塞资产管  43,240, 12.75 43,240,235 无   境内非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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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有限公司 235 法人 

刘艳华  
25,597,

765 
7.55   质押 

25,597,7

65 
境内自然人 

路遥  
7,206,3

60 
2.12   无   境内自然人 

姚杨   
2,420,3

70 
0.71   无   境内自然人 

林源晟   
1,850,2

78 
0.55   无   境内自然人 

吴唯清   
1,643,4

00 
0.48   无   境内自然人 

刘雪芳  
1,430,4

30 
0.42   无   境内自然人 

冯健威   
1,363,8

80 
0.40   无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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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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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352,369.40万元，较上年增加 3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所有

者权益 175,578.49万元，较上年增加 30.19%；实现营业收入 249,843.4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8.98%；本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624.33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37.49%。 

2021年度，公司共实现销售量 28.90万吨,其中角钢塔销售 20.21万吨,同比增加 11.14%；钢

管塔销售 6.14万吨,同比增长 27.86%；其他钢结构销售 2.54万吨,同比增长 127.51%。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