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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82                            证券简称：金龙羽                            公告编号：2022-025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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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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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432,9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 元

（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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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龙羽 股票代码 002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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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杏丹  

办公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吉华街道吉华路 288 号

金龙羽工业园 
 

传真 0755-28475155  

电话 0755-28475155  

电子信箱 jxd@szjly.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电线电缆的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属于电力电缆类，主要产品包括电线和电缆两大类。其中电线

分为普通电线和特种电线，电缆分为普通电缆和特种电缆。特种电线电缆相对于普通电线电缆而言，在用途、使用环境、性

能以及结构等方面有别于常规产品，具有技术含量较高、使用条件较严格、附加值较高的特点，往往采用新材料、新结构、

新工艺生产。主要品种有：低烟无卤电线电缆、低烟无卤阻燃电线电缆、耐火低烟无卤电线电缆、耐火电线电缆、阻燃电线

电缆、高性能铝合金电线电缆，防水电缆、防蚁电缆、分支电缆等。 

（二）行业分析 

    电线电缆是输送电能、传递信息和制造各种电机、仪器、仪表，实现电磁能量转换所不可缺少的基础性器材，是电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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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社会中必要的基础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力、能源、建筑、交通、通信、工程机械、汽车等各个领域。电线电缆行业是

我国经济建设重要的配套产业，占据我国电工行业四分之一的产值。 

    1、总体规模 

    我国电线电缆产业发展具有较长时间的历史，形成了成熟的产业链和完整的工业体系，参与电线电缆制造的企业数量较

多。截至2018年，我国电线电缆行业企业数量有10,000余家，规模以上企业为4,049家。 

    2、区域分布 

    从地域分布上来看，2018年我国4,049家规模以上企业主要分布在华东地区，企业数量为2,224家，占全部企业的一半以

上，华东地区线缆生产企业主要集中在江苏省和浙江省。华南地区位居第二，线缆生产企业数量为657家，主要集中在广东

省。 

（注：以上数据均取自深圳市盛世华研企业管理有限公司《2020-2025年中国电线电缆行业十四五战略规划制定与实施研究

报告》） 

    3、线缆行业构成情况 

    我国线缆行业呈现出产业规模大但集中度低的特点，缺乏全球性的较高品牌知名度和技术及品牌附加值。从产品结构而

言，高端产品研发不足，低端产品产能过剩，线缆产品的同质化竞争状态明显。国内市场需求占主体，经过快速发展期，进

入了平稳发展期。 

    4、行业发展的有利因素 

    （1）供给侧改革的指引下，线缆行业大幅减少了重复建设和低水平投资，转而努力提升创新能力，改善产品结构，倡

导绿色、节能制造技术，引领了线缆行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而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的发展必将给线缆行业带来革命性的

变革，将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动力。（2）我国仍处于工业化中期和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基础设施建设、改造和提升

还有很大的投资空间。未来几年，我国的电力、铁路、轨道交通、通信、建筑、新能源、汽车等产业仍然保持较大的投资规

模，这都将给线缆产业提供许多机遇与稳定的市场。（3）一带一路带来的出口机遇快速扩大。我国具备相对齐全的产品链和

产业配套链，同时随着我国线缆产品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对于制造业体系不全以及制造能力不强，基础设施薄弱的发展

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仍有着较高的性价比优势和吸引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于基础设施建设具有较大的需求，为我国线缆

产品的输出、产能输出和海外投资提供了新的市场和机遇。 

    公司自成立以来专业从事电线电缆的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以顾客价值为中心，以产品质量为核心，以技术创新促

发展，全面推进“金龙羽”名牌战略，质量优先战略，差异化竞争战略。立足于珠三角发展壮大，自2007年以来连续多次获

得“广东省著名商标”称号，2007年经深圳市人民政府认定为“深圳市民营领军骨干企业”，2014年获得“深圳市质量强市

骨干企业”称号。经过近20年的持续较快发展，已经成长为我国电线电缆行业领先的民营企业之一，是华南地区规模最大、

产品最齐全、技术最先进的电线电缆企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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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3,166,204,555.36 2,668,740,266.76 18.64% 2,412,354,823.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70,774,028.64 1,947,159,138.92 -3.92% 1,852,413,384.42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4,589,569,338.67 3,199,364,015.01 43.45% 3,846,622,652.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606,562.26 191,927,815.34 -73.11% 280,417,846.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0,334,382.10 190,194,310.76 -73.54% 280,126,257.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8,185,370.23 80,549,439.31 -855.05% 211,207,810.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92 0.4434 -73.12% 0.65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92 0.4434 -73.12% 0.64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2% 10.23% -7.51% 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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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73,648,859.55 1,163,988,372.23 1,420,183,643.70 1,331,748,463.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992,414.71 67,743,085.45 66,176,974.56 -120,305,912.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7,870,662.99 67,289,537.61 66,280,058.84 -121,105,877.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6,045,081.84 -577,445,523.56 -108,497,099.32 203,802,33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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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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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15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3,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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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郑有水 
境内自然

人 
56.83% 

246,000,0

00 
   

郑会杰 
境内自然

人 
8.32% 

36,000,00

0 
 质押 25,160,000 

郑凤兰 
境内自然

人 
6.93% 

30,000,00

0 
 质押 16,365,000 

吴玉花 
境内自然

人 
5.78% 

25,000,00

0 
   

郑美银 
境内自然

人 
1.16% 5,000,000    

黄丕勇 
境内自然

人 
0.35% 1,500,000  冻结 1,500,000 

陈益民 
境内自然

人 
0.16% 704,000    

王小莉 
境内自然

人 
0.14% 609,000    

郑丁坤 
境内自然

人 
0.11% 471,000    

谢新春 
境内自然

人 
0.09% 409,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股东郑有水、郑会杰、郑凤兰、吴玉花、郑美银为一致行动人，且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情形。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股东王小莉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18,000 股外，还通过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91,000 股；股东郑丁坤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 471,000 股；股东谢新春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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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账户持有 409,8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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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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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于2021年8月7日披露了《关于子公司项目中标公告》，全资子公司惠州市金龙羽电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

缆实业”）、惠州市金龙羽超高压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高压公司”）于2021年8月4日收到收到南方电网物资有限公司

《中标通知书》，确认本公司子公司中标南方电网物资有限公司2021年110kV交流电力电缆、低压交流电力电缆（阻燃型）、

10kV交流电力电缆（阻燃型）、低压电线框架招标部分项目。预估此次中标金额为29,371.2051万元。详见公司刊登于2021

年8月7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028)。 

 

2、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于2021年8月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子公司惠州市金龙羽电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与重庆锦添翼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署<关于共同开发固态电池相关技

术及产业化的框架协议>的议案》，电缆实业拟在五年内投入不超过三亿元人民币与锦添翼共同进行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相

关技术的研究开发，并推动研究成果产业化。详见公司刊登于2021年8月12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0、2021-032、202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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