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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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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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施分红派息时股权登记日的

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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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亮股份 股票代码 00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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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自强 朱琳 

办公地址 
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解放路 386 号二楼董

事会办公室 

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解放路 386 号二楼董

事会办公室 

传真 0575-87069031 0575-87069031 

电话 0575-87069033 0575-87069033 

电子信箱 gfoffice@hailiang.com gfoffice@hailiang.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业务与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从事铜管、铜棒、铜管接件、铜铝复合导体、电解铜箔、铝型材等产品的研发、

生产制造和销售。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空调和冰箱制冷、传统及新能源汽车、建筑水管、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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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淡化、舰船制造、核电设施、装备制造、电子通讯、交通运输、五金机械、电力等行业领

域。 

公司在全球设有 21 个生产基地（国内基地主要位于浙江、上海、安徽、广东、四川、重

庆、甘肃等省市，海外基地主要分布于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越南、泰国等

国），是全球最大、国际最具竞争力的铜加工企业之一，也是中国最大的铜管、铜管接件出口

企业。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已成长为全球铜管棒加工行业的标杆和领袖级企业，正朝着在有

色材料智造领域成为全球铜加工国际巨匠的目标进发。 

公司采用“以销定产”的经营模式、“原材料价格+加工费”的销售定价模式，从而实现“赚

取稳定加工费”的盈利模式。公司在国内外积累了大批优质稳定的客户，与超过 130 个国家或

地区的八千多家客户建立了长期业务关系，同众多在下游相关行业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企业

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 

公司为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设站单位、省级创新型企业、省级“三名”示范企业、省

级标准创新型企业、省级绿色企业、省级工业循环经济示范企业，拥有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浙江省首批省级企业研究院、省级高新技术研发中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海亮铜加工

技术开发实验室”、省级重点创新团队。 

（二）2021 年，公司主要经营工作情况 

2021 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尚在持续，但伴随着各主要国家疫苗接种率的

提升并受益于宽松的财政及货币政策，全球经济在经历了 2020 年的衰退后触底回升（据 IMF 

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2021 年全球 GDP 实际增长 6.1%）。下游需求回暖带动铜

加工产品需求量回升，据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21 年中国铜加工材综

合产量为 1990 万吨，同比增长 4.9%（其中铜管材 214 万吨，同比增长 4.4%；铜棒材 210 万

吨，同比增长 5.0%；铜箔材 62 万吨，同比增长 31.9%）。 

尽管全球经济总体呈现复苏态势，但期间新冠变异病毒的传播扩散给疫情防控及经济活

动带来新的挑战，铜等原材料价格维持高位运行给加工环节企业生产运营带来持续性压力。

在此背景下，公司克服多重不利影响因素，加快实施智能制造及数字化转型战略，推动新一

代低碳智能高效铜管生产线全面应用，保持了各项业务平稳有序运转，实现了产品销量增长、

结构优化、盈利提升的经营绩效，进一步确立了公司既有业务的领先优势；同时积极布局新

能源材料领域的铜箔业务，丰富了公司的业务增长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铜及铜合金等有色金属加工材销售数量 91.96 万吨，同比增长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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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营业收入 633.10 亿元，同比增长 36.42%；实现利润总额 14.43 亿元，同比增长 61.14%；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07 亿元，同比增长 63.36%。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经营举措开展如下： 

1、完善业务与产品布局，高标准推进铜箔项目，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增长极 

报告期内，公司在前期充分调研论证等工作的基础上，制定了年产 15 万吨高性能铜箔项

目投资建设规划。这是公司立足自身业务实际及优势禀赋，顺应新能源产业发展大势、贯彻

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所做出的的重大战略选择。本项目自 2021 年 12 月 16 日正式开工以来，一

线施工队伍发扬不畏艰辛、团结拼搏的精神，克服项目所在地冬季严寒气候条件、新冠肺炎

疫情反复等不利影响因素，迄今已完成一期 5 万吨项目的全部桩基工程及设备采购工作；当

前厂房建设工程正加快推进，主要生产设备陆续进场，为下阶段安装调试及生产准备等工作

奠定了良好基础。另一方面，技术管理团队搭建、下游市场调研拓展、创新研发平台打造等

多项工作有条不紊进行，公司项目团队将奋力完成 2022 年中生产线贯通投产、2022 年底形

成 2.5 万吨锂电铜箔产能的工作目标。 

2、稳步推进产能建设，提升产品竞争力，巩固自身行业优势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对现有基地的改造升级与同行强强联合，实现了铜管产能在原有基

础上的新跨越。公司将在 2024 年底前分批对已建、在建、新建的铜管生产线（含募投项目）

以第五代连铸连轧精密铜管低碳智能高效生产线标准进行淘汰、改造和升级（合计 13 个项

目），公司精密铜管生产能力由 79.8 万吨增加至 131 万吨，助力公司实现“生产效率进一步提

高，综合成本大幅下降，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行业头部地位显著增强”的目标任务。 

报告期内，公司在稳固现有传统优势应用领域的基础上，顺应市场需求，积极研发新产

品、拓宽应用领域，主营产品已进入新能源汽车、5G 通信、半导体、风电等新兴行业产业链，

增强盈利能力和发展潜力。公司生产的异型铜排、微通道铝扁管、铝合金口琴管等产品应用

于新能源汽车领域；T2 盘管应用于 5G 通信领域；高精度紫铜直管、高精密铜合金管棒、无

氧铜排、热管等产品应用于半导体、芯片、消费电子、数据中心、精密机房和真空开关柜领

域； B10/B30 白铜管应用于海洋工程船舶领域；T2 紫铜排应用于风电领域。 

其中，报告期内公司应用于汽车产业、电子通信等领域的产品销量超 3.5 万吨，比去年

同期增长超过 30%。 

3、紧抓全球供应链供需风口，优化销售结构，海外业务量价齐升 

2021 年，尽管受到全球新冠疫情反复、海运费高企、国际物流一箱难求等诸多挑战，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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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紧抓国际市场需求复苏机会，展现出强大的全球市场竞争力。报告期公司实现境外销量

39.38 万吨，同比增长 5.72%；境外单吨销量毛利 3371 元/吨，同比增加 39.30%，量价齐升带

动了境外业务的业绩增长与盈利能力的提升。 

4、持续研发创新，引领行业技术进步及低碳发展 

公司持续开展研发创新，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重点聚焦铜基合金研究、制备技术研

究、装备技术研究等领域，充分调动研发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设备制造、工艺技术

和高端产品等新项目落地。报告期内，公司申请了《竖炉、电感应联合精炼-水平连铸空心铸

坯生产工艺》等专利 163 项（其中发明专利 37 项），获得了《一种合金异型管的生产方法》

等专利证书 96 项。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共拥有专利 562 项，其中发明专利 93 项。公司全

资子公司海亮环材入选工信部第三批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 

报告期内，公司多项全球领先技术投入使用，国内首创竖炉+7 流电磁搅拌水平连铸空心

铸坯生产系统，使熔炼环节生产能力提高 4 倍；具备自主产权的全连续高速行星轧机不间断

送进轧制，实现高效自动化、一体化生产，单机轧制产能提升 50%；公司自主研发的超高频

加热电源、超细径线圈在线退火炉，能耗较行业先进水平降低 20%。公司自主研发的第五代

精密铜管低碳智能制造技术，通过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鉴定，综合评价结论为整体技术达

到“国际领先水平”，连续行星轧制工艺及设备研发与应用项目荣获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科学技

术三等奖。 

同时，公司坚持可持续发展之路，以科技创新为动力，生产全流程持续推进减碳、绿色

发展，构建了节能减排产业体系，探索了一条具有循环经济产业特征的新型工业化道路。2021

年，公司境内生产基地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陆续投运，光伏总装机容量达到 63.3MW，2021

年发电量达到 6796.27 万 KWh。2021 年公司境内基地光伏用电量占其总用电量 9.35%，同比

上升 5.47 个百分点；单位产品碳排放 0.766tCO2/t，同比下降 5.43%。 

5、实施数字化战略，实现有色智造再升级 

数字化转型是公司战略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未来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公司已

聘请华为作为数字化转型的咨询顾问，全面协助和提升数字化管理水平。2021 年，公司提出

全面数字化、全面智能化的 2025 年数字化战略规划，结合“全面上云、数据湖”两大底座建设，

具体围绕“智能制造”、“数字化供应链”、“智能支撑”、“研发管理”、“战略决策支持”等五大方

面大力推进数字化变革。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 MES、SCADA、WES、ERP，PLM，CRM 等数字化手段融合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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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设计的全流程智能化装备配套 AGV、无人行车智能仓库等设施，建成了精密铜管低碳智

造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同时，建成数字化营销平台，集成并打通 SAP、OA、MES 等内部

信息系统，并与外部银行、保险、商业信息、税务等系统，使得信息互联互通，更加智能化。 

报告期内，公司获得了《智能化行车调度系统》、《大宗商品风险管理平台》等多项软件

著作权。 

6、发挥资本杠杆，以并购整合与投后赋能创造价值增量 

2021 年，公司与中色奥博特设立铜管业务合资公司，实现强强联合，优势互补。该合资

公司位于山东省临清市，主要覆盖华北市场及相关客户，与公司现有生产基地布局形成良好

的互补效应，实现了对国内主要市场的全面覆盖，优化了公司产业布局；同时，此举将进一

步提升公司市场份额，增强公司产品在华北市场的竞争力。 

公司在完成对 KME 旗下全部铜合金棒业务及部分铜管业务的并购后，通过“中国管理+

欧洲制造”的融合模式，不仅在高档铜合金棒制造领域获得突破，还使其生产效率和经营效益

大幅提升。2021 年，公司欧洲工厂铜加工材销量较去年同期增长 14.58%，并实现扭亏为盈，

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三）公司 2022 年经营计划 

2022年，公司将继续以2025年发展战略为导向，在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同时，结

合行业与市场现状，紧抓发展机遇，应对各种挑战，保障公司年度目标的实现。 

1、加快铜箔项目落地投产，高效推进后期项目规划建设工作 

2022年，公司将继续全力攻坚，确保铜箔一期项目自年中起分步投产，力争于年底前形

成2.5万吨锂电铜箔产能、并于2023年上半年实现5万吨全部投产的目标；与此同时，有序推

动产能爬坡、产品认证及市场拓展工作，力求年内取得突破，见到实效。伴随着一期项目由

建设施工阶段逐步转入投产运营阶段，加快启动二期项目设计工作并使其提早具备开工条件，

谋划并论证在海外设立工厂的可行性，借助公司已有的国际化资源与优势，赋能铜箔及新材

料业务发展再上新台阶，同步推进公司铜箔业务规模与盈利能力的提升。 

2、加速新能源材料、新型合金材料等产品的研发，推动公司产品结构升级 

公司将围绕金属加工领域的新型材料合金化、短流程智能制备技术与装备、绿色低碳技

术、数字孪生仿真设计技术、信息化和智能化深度融合技术等展开研究，并重点开展新能源

材料领域的技术研发工作。公司拟建立起以“产品研究”、“工艺优化”、“装备改进”、

“数字化应用”以及“绿色制造技术”等为核心的新能源材料研发技术体系，力争在1-2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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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以高性能锂电铜箔产品开发、铜箔深加工技术研究、添加剂有效组分分离、节能高效电

源、基于数字孪生的场理论研究、低浓度铜离子回收、测厚仪反馈循环系统优化、CCD检测质

量追溯体系建立、废旧锂电池回收技术等课题为主的核心技术。 

3、提升海外基地运营能力，显现产业链全球化优势 

公司以“成为全球有色产业生态引领者”为企业愿景，现已基本完成全球生产基地布局。

2022年，公司将以美国基地投产、HME生产线改造为抓手，进一步提高海外基地产能及运营能

力。前期受全球新冠疫情影响，公司美国生产基地建设项目面临工程进度、人员往来、项目

管理等诸多方面挑战，以及全球海运物流紧张而导致的设备发货迟滞等问题。在项目团队的

努力拼搏下，2022年公司美国项目将进入最后攻坚阶段，该项目基建工程已基本完成，主要

设备已陆续运输至厂区，生产线安装与人员招聘正在有序开展之中，预计将于2022年下半年

正式投产运营并形成3万吨精密铜管产能。 

4、持续推进数字化变革项目 

2022年，公司“企业上云”与“数据湖”项目两大数字化底座建设将全面启动。构建数

据治理体系可以全面提升数据质量，发挥数据资产价值，实现数据“有人管、管的好，有效

果”。数字化项目将通过全业务上云，解决传统存储成本高、安全性低、稳定性差等问题,

实现快速访问、便捷操作、设施共用、数据资产积累；同时，公司通过开展数据湖底座搭建

与数据入湖，实现一个湖作为唯一数据资产应用分析的数据存储介质的要求，让数据成为公

司的核心资产，通过数据服务直接与各业务系统基于产业应用场景形成数据应用的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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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98,726,019.12 26,119,603,605.23 22.89% 24,522,263,320.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059,060,986.04 9,837,821,955.45 12.41% 9,395,897,663.63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63,309,904,809.36 46,409,661,488.50 36.42% 41,152,704,337.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07,213,237.62 677,774,124.60 63.36% 1,063,402,787.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64,503,817.40 429,683,766.53 77.92% 934,474,05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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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80,295,523.48 703,055,486.91 -467.01% 1,130,293,731.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647 0.3472 62.64% 0.55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176 0.3267 58.43% 0.53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01% 7.01% 3.00% 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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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72,549,634.12 17,532,369,298.87 16,336,467,426.83 13,868,518,449.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1,455,012.35 350,608,503.17 300,484,503.66 184,665,218.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9,533,933.61 294,381,380.99 252,360,012.30 38,228,490.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99,213,171.25 -1,161,832,994.79 556,002,898.33 -775,252,25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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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91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7,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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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亮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85% 665,812,151 665,812,151 质押 190,247,953 

Z&P ENTERPRISES LLC 境外法人 10.84% 213,213,964 213,213,964   

浙江海亮慈善基金会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1% 61,073,474 61,073,474   

冯海良 境内自然人 3.04% 59,840,466 59,840,466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

华能信托·安文 1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6% 44,500,000 44,500,000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1.86% 36,661,544 36,661,544   

陈东 境内自然人 1.73% 34,090,938 8,522,735 质押 21,986,235 

杭州久盈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久盈价值增强 4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6% 30,628,600 30,628,600   

杨林 境内自然人 1.30% 25,474,216 25,47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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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1.27% 24,926,677 24,926,67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冯海良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海亮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杨林先生系冯海

良先生外甥；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514,912,151 股外，还通

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50,900,000 股，实

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665,812,15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3.85%。 

公司股东杭州久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久盈价值增强 4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0,628,600 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0,628,60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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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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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2019 年浙江

海亮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 

海亮转债 128081 2019 年 11 月 21 日 2025 年 11 月 21 日 300,550.31 1.00%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本期为“海亮转债”第二年付息，计息期间为 2020 年 11 月 21 日

至 2021 年 11 月 20 日期间的利息，当期票面利率为 0.6%。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2 日支付第

二年的利息。 

（2）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2021 年 6 月 25 日，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2021）》（信评委函字【2021】跟踪 1465 号），中诚

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维持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

稳定，该级别反映了公司偿还债务的能力很强，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较小，违约风险很低；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维持“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信

用等级为 AA，该级别反映了本次债券安全性很强，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较小，违约风险

很低。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资产负债率 63.50% 60.89% 2.6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76,450.38 42,968.38 77.92% 

EBITDA 全部债务比 14.92% 13.77% 1.15% 

利息保障倍数 5.04 3.84 31.25% 

三、重要事项 

1、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事项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6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浙江海亮

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

理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事宜的议案》，并于 2021 年 5 月 21 日召开了 2020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之相关议案。 

2021 年 11 月 18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证券过户

登记确认书》，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已于 2021 年 11 月 17 日通过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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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户至“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专户。 

本员工持股计划所持公司股票的法定锁定期为 12 个月，自公司公告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

工持股计划名下时起计算，即为 2021 年 11 月 17 日至 2022 年 11 月 16 日。 

2、关于与中色奥博特铜铝业有限公司共同设立合资公司的事项 

2021 年 5 月 7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中色奥博特铜

铝业有限公司共同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该事项已经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1 日召开的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8 日与中色奥博特铜铝业有限公司签署了《合作协议》，由双方共同

出资设立合资公司，其中海亮股份用自筹资金以现金方式出资 7 亿元，占合资公司出资额的

70%；中色奥博特铜铝业有限公司以与铜管业务相关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流动资产等相

关资产作价出资 3 亿元，占合资公司出资额的 30%。 

2021 年 10 月 26 日，合资公司山东海亮奥博特铜业有限公司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并取得了临清市行政审批服务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3、关于公司自主研发的国际领先技术全面应用的事项 

2021 年 7 月 29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召开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浙江海亮

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国际领先技术全面应用的议案》。为充分发挥第五代盘管生产线先进

加工制造技术的效能，公司计划在未来三年内按照第五代生产线标准有序地对已建、在建、

未建的募投铜管项目进行全面改造升级，目前部分基地改造项目已实质性开工、其余基地改

造项目均按计划推进。 

4、关于投资建设年产 15 万吨高性能铜箔材料项目的事项 

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7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

建设年产 15 万吨高性能铜箔材料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投资建设年产 15 万吨高性能铜箔材

料项目。该事项已获 2021 年 11 月 25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朱张泉 

2022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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