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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69                           证券简称：金利华电                           公告编号：2017-017 

浙江金利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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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异议声明 

公司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未发生变更，仍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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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 2016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11,70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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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利华电 股票代码 30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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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佳斐  

办公地址 
浙江省金华市金东经济开发区傅村镇华丰

东路 1088 号 
 

传真 0579-82913333  

电话 0579-82913366  

电子信箱 mulbilee@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化，仍为高压、超高压和特高压交、直流输变电线路上用于绝缘和悬挂导

线的玻璃绝缘子的研发、生产、销售和相关技术服务。公司主要产品为高压、超高压和特高压交、直流输电线路上用于绝缘

和悬挂导线用的盘型悬式高强度玻璃绝缘子，共计6大系列50多个品种90余种规格型号产品，线路电压等级覆盖了从10kV到

1,000kV的范围。 

经营模式：在原材料采购方面，经考评公司将产品品质好、供应稳定、信誉度高的供应商认定为合格供应商，建立长

期的合作关系，批量采购的原材料均从合格供应商中选择采购；在生产方面，公司采用订单生产模式，具体为金具等原部件

采用向供应商订购模式，玻璃件半成品由公司自行生产并进行常规备货，绝缘子产成品根据销售订单生产；在销售方面，由

于公司的主要客户为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及其各地电力公司，因此公司产品主要采用直销模式，通过投标方式获取订单，部



浙江金利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分地区通过代理商开拓销售渠道，但由本公司提供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2016年度公司营业总收入的76.60%来自于玻璃绝

缘子产品的销售收入。 

（二）公司所属行业发展情况 

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电力系统输电线路建设，在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的前提下，我国电网建设、改造投资需求的

变化将直接影响公司未来的发展状况。截至目前，我国500千伏主网架构已经建成，基本能够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因此，

国家电网电网建设的重点将向500千伏以上特高压电网以及500千伏以下的配电网建设倾斜。国家电网公司规划从2013年至

2020年8年时间里，投资1.2万亿建设特高压线路9.4万千米，到2015年、2017年和2020年，分别建成“两纵两横”、“三纵三横”

和“五纵五横”特高压“三华”同步电网，同时到2020年建成27回特高压直流工程，联接各类大型能源基地与主要负荷中心，全

国形成大规模“西电东送”、“北电南送”的能源配置格局。2016年2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实施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

程，预计总投资7000亿元以上。但是低电压等级市场由于其进入门槛较低，同类企业较多，因此市场竞争状况已经非常激烈。 

公司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在玻璃绝缘材料制造、玻璃绝缘子产品制造和玻璃绝缘子工业外观设计3个领域内形成了12

项核心专有技术，是国内少数拥有成熟的交、直流特高压玻璃绝缘子生产技术的厂商，公司在行业内形成并确立了技术上的

领先地位，并已基本建成全国性的营销和服务网络，同时公司还以现有海外订单为依托，逐步建立和完善了海外营销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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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336,734,744.02 213,439,684.31 57.77% 207,725,903.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885,928.05 10,547,389.08 126.46% 15,698,207.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277,517.13 5,860,770.46 245.99% 11,501,913.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21,545.18 2,391,401.91 59.80% -35,095,804.1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0.09 122.22% 0.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0.09 122.22% 0.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0% 2.17% 2.63% 3.25%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821,020,076.35 691,755,877.42 18.69% 657,235,355.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07,117,529.29 489,081,601.24 3.69% 484,384,212.1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4,906,985.25 88,123,374.13 100,493,538.78 83,210,845.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293,543.14 10,426,611.93 2,299,693.84 1,866,079.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566,060.44 9,654,976.57 1,147,553.16 908,926.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87,011.09 5,893,732.52 6,380,827.14 -1,566,00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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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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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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8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5,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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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赵坚 境内自然人 28.04% 734,560 32,068,678 冻结 10,000,000 

珠海安赐成长

股权投资基金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97% 17,515,000 0   

赵康 境内自然人 8.55% 10,000,048 0   

工银安盛人寿

保险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其他 2.96% 3,466,123 0   

赵建平 境内自然人 1.88% 2,200,000 0   

王克飞 境内自然人 1.45% 1,692,100 0   

赵吉 境外自然人 1.37% 1,600,000 0   

中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7% 1,136,835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华宝兴业服

务优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5% 1,000,176 0   

吴园园 境内自然人 0.85% 1,0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赵坚与赵康为父子关系，赵坚与赵晓红为兄弟关系，赵晓红与赵康为叔侄关系，除前述外，

无法获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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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情况 

不适用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一）总体经营情况 

2016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3,673.4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7.77%，与去年同期增幅明显；实现利润总额3,014.72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44.6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388.5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6.46%，主要系销售收

入较上年同期增幅较大，同时主要能耗天然气单价及金属辅件材料价格下降，导致毛利增加，相应导致净利润大幅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与上年同期经营情况比较及变动原因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营业收入 33,673.47 21,343.97 57.77% 

利润总额 3,014.72 1,232.49 144.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88.59 1,054.74 126.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2,027.75 586.08 245.99% 

（二）报告期主要工作回顾 

国际市场方面，公司继续完善海外营销体系以及积极通过参与海外市场招投标等方式来不断开拓海外新市场。国内市

场方面，公司以特高压线路用玻璃绝缘子为重点，保质保量做好特高压项目订单供货和售后服务工作，借此不断提升客户满

意度和运行业绩，争取公司产品未来在特高压线路上取得更多市场份额。其中国内1.52亿元重大订单“酒泉-湖南、晋北-南京

±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工程”用玻璃绝缘子已在报告期内已经完成交货。 

在技术创新与研发方面，报告期内公司继续稳步推进新产品研发，改进生产工艺，提升产品合格率，做好未来市场技

术储备，保持行业技术领先优势。报告期内公司“特高压特大吨位钢化玻璃绝缘子”还被列入2016年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第

二批“浙江制造”品牌重点培育产品名单。 

全资子公司方面，截至报告期末江西强联“超特高压输电线路悬式瓷绝缘子生产线”主体已经完工。另外公司在报告期

内设立了名为“金利华电（东阳）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增加了文化传媒业务板块，进一步促进公司转型升

级，优化和改善公司现有业务结构，拓宽公司业务范围，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 

资本运作方面：公司自2015年10月29日停牌起开始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即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杭州信立传

媒广告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且已于2016年2月16日披露了本次重组预案修订稿。但由于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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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市场环境、监管政策等客观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为了应对上述变化，交易各方筹划以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继续推进重

组事项，由于以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与原交易方案存在较大差异，各方最终无法就交易方案部分细节达成一致意见，为保护

上市公司和广大投资者利益，经公司与交易对方友好协商，各方决定终止本次筹划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资产暨终止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即终止公司收购杭州信立传媒广告有限公司100%股权），具体详见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本次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终止，不会对公司

发展战略、经营规划及生产经营等方面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在未来的经营中，公司将在做好现有主营业务的基础上，积极寻

求通过内增式发展、外部合资合作、兼并、收购等方式实现扩张的可能性，寻找新的盈利增长点，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不

断将企业做大做强。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玻璃绝缘子 257,953,456.20 173,290,746.97 32.82% 63.42% 51.86% 5.11% 

陶瓷绝缘子 78,781,287.82 56,983,963.38 27.67% 41.72% 31.63% 5.55%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报告期主营业务收入33,673.47万元，较上年同期21,343.97万元增长57.77%，主要系执行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项目

“酒泉～湖南±800千伏直流特高压工程（甘肃境内）”销售合同，相应销售收入增长所致； 

（2）报告期营业成本23,027.47万元，较上年同期15,740.47万元增长46.29%，主要系销售收入增长，相应营业成本增长

所致；  

（3）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普股股东的净利润为2,388.59万元，较上年同期1,054.74万元增长126.46%，主要系销售

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幅较大，部分产成品单价上升，同时主要能耗天然气单价及金属辅件材料价格下降，导致毛利增长所致。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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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2016年7月23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10,000

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金利华电（东阳）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2016年9月2日该公司完成工商登记，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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