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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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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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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电缆 60360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乐君杰 江雪微 

电话 0574-86188666 0574-86188666 

办公地址 宁波市北仑区江南东路968号 宁波市北仑区江南东路968号 

电子信箱 orient@orientcable.com orient@orientcab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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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5,834,841.14 2,057,696,270.94 5.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867,794,783.64 853,690,136.46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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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708,894.35 -72,156,284.91 不适用 

营业收入 1,009,574,739.49 733,312,520.77 37.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8,098,297.93 21,428,872.88 31.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0,640,196.65 18,660,308.21 10.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25 2.62 增加0.6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9 0.07 28.5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9 0.07 2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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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4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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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7.06 115,249,900 114,642,000 质押 24,210,000 

袁黎雨 境内自

然人 

11.98 37,246,000 37,246,000 质押 18,050,300 

宁波华夏科技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6.38 19,844,000 19,844,000 质押 9,844,000 

宁波市工业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

人 

2.81 8,723,652 0 无 0 

江西赣源实业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80 8,712,000 0 质押 8,712,000 



沃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33 7,260,000 0 无 0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帆

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89 5,870,000 0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0.53 1,657,550 0 无 0 

张金伟 境内自

然人 

0.29 913,600 0 无 0 

王革衡 境内自

然人 

0.25 775,4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中，东方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东

方集的实际控制人为夏崇耀，公司股东袁黎雨和夏崇耀为夫

妻关系，公司股东华夏投资系公司高管持股公司，公司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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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公司无优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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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7年是公司“十三五”的关键之年，也是东方电缆持续发力、砥砺前行、奋发向上的一年。

公司管理层紧紧围绕“东方制造、高端引领”的战略思路，为广大客户“提供畅通连接”为公司

使命，以“创新、务实、诚信、和谐”的企业核心价值观为导向，坚定信心、开拓进取，在公司

管理层的带领下，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2017年上半年东方人交出了一份令人较为满意的答

卷。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 1,009,574,739.49 元，同比增长 37.67%，公司把握国家发展海洋

经济和“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机遇，积极推进“大项目、大行业、大市场”的重大工程项目开

拓，入围参与了一批大中型央属企业、地方性行业龙头和重大工程基建项目，从而使本期电力电

缆和海底电缆产品销售出现同比较大幅度的增长，带动营业收入同比上升。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809.83 万元，同比增长 31.12%，主要是本期营

业收入增长 37.67%。 

一、截止报告披露日，公司围绕年初既定的经营计划主要完成工作如下： 

1. 品牌荣誉 

2 月，“东方电缆”品牌获得了“我心中的宁波品牌”最高奖项“金口碑品牌”奖；质量之

魂，存于匠心，4 月，浙江省浙江制造品牌建设促进会发布了 15 项 2017 年度已研制完成的“浙

江制造”标准、“浙江制造”品牌企业质量比对结果以及“浙江制造”代表企业品牌价值评价结

果，东方电缆以品牌价值强度 895分（满分 1000分），品牌价值 6.19亿元人民币荣列榜单。6月，

东方电缆入选 2016 中国自主品牌（浙江）百佳名单；7 月，公司再次上榜 2016 宁波市制造业百

强企业和“宁波•竞争力”百强企业榜，分别位列 58位、26位，充分体现了公司良好的发展前景

和创新潜力。 

2. 市场开拓  

2 月，公司中标“海工文昌 9-2/9-3/10-3气田群开发项目脐带缆（BID SECTION I)”项目约

6800万元，该项目的成功中标是东方电缆继大长度、高电压等级海底电缆产业化后，在产业升级

上取得的又一次重大突破，标志着东方电缆乃至我国脐带缆的设计、研发与制造已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 

3 月，公司中标朱家尖航空工业园区电缆改造工程电缆采购项目，舟山航空产业园，即朱家

尖通用航空产业园是波音首个海外工厂所在地，737 飞机的完工中心和交付中心将在这里落成。

这同时也是浙江省“十三五”期间的重要建设项目之一。 

3 月，公司被确定为国家电网公司 2017年浙江舟山 500kV联网输变电工程海底电缆项目中标

人，中标金额近 1.7 亿元，海缆总长 18.15公里。该项目使用的交流 500kV交联聚乙烯绝缘海底

电缆为世界首创，项目起点为镇海海缆终端站，终点为舟山海缆终端站。 

5 月，公司中标国电舟山普陀 6号海上风电场 2区工程项目，中标金额近 5600万元。该系列

产品主要应用于项目中风机与风机之间的连接，及汇总后至海上升压站的连接。是浙江省第一个

真正意义上的海上风电项目，该项目的顺利展开将拉开浙江省海上风电发展的大幕，为后续浙江



省海上风电项目的建设提供宝贵的经验。该海上风电项目所需的电力及信息输出通道将由东方电

缆独家提供，有力印证了东方电缆在海缆领域的领先地位。 

5 月，公司中标国家电网公司 2017年第一次配网线路材料协议库存项目和国家电网公司输变

电项目 2017年第二次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采购(电力电缆)项目，中标金额约 2.143亿元。 

7 月，公司中标三峡新能源江苏大丰 300MW 海上风电项目，中标金额近 1.8 亿元，这是目前

国内最长的三芯 220kV 光电复合海底电缆。 

7 月，公司中标福建中闽海上风电有限公司莆田平海湾海上风电场二期项目，中标金额约 2.65

亿元。该海上风电场项目的电力传输和信息通讯通道的端到端解决方案首次由独家专业厂商提供，

开创了历史先河，将为后续蓬勃发展的海上风电场项目提供宝贵经验。 

7 月，公司中标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文莱 PMB 石油化工项目供配电系统及外线高压陆缆采

购项目，中标金额近 2850万元。公司将为该项目提供 66kV防白蚁高压陆缆，总长度 54km，为我

司目前最大的海外高压陆缆项目，是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在东南亚地区的重点项目之一。 

公司深耕海洋高端产品领域，已累计提供海底电缆约 2000公里，其中高压海缆 700公里，累

计海缆销售近 20亿元 。2017年上半年公司海洋缆产品中标金额保持快速增长状态，截至目前公

司海洋缆订单保有量近 8亿元。 

3、科技创新 

1 月，东方电缆申报的“水下生产系统脐带缆”成果获批国内首台（套）产品；完成 500kV

交联聚乙烯绝缘海底电缆及附件组成的电缆系统（含工厂接头）研制并取得电力工业电气设备质

量检验测试中心检测报告（EETC2016DL563J、EETC2016DL545J），预计于 8月通过中国电机工程学

会技术评审。 

3 月，国家 863计划“水下生产系统脐带缆关键技术研究 II期”技术验收顺利通过，研发的

产品于成功中标“海工文昌 9-2/9-3/10-3 气田群开发项目脐带缆（BID SECTION）”，中标金额

近 7000万元，标志着我国在深海油气开发的核心装备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将逐步摆脱水下装备主

要依赖进口的现状，为我国实现能源安全和维护南海争议海域的国家主权提供了有利支持。 

6 月，2017 输电电缆新技术交流会议在宁波召开，东方电缆作为支持单位出席会议，并发表

《500kV交联海底电缆研制》和《脐带缆在深海应用中的现状与挑战》的主题演讲。 



6 月，东方电缆“支持网络协同化的线缆制造应用项目”被国家工信部作为电缆行业系统解

决方案列入“2017 年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试点示范项目”。 作为线缆行业唯一的入选企业，东

方电缆是宁波市首批两化深度融合示范企业，也是宁波市推进“中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建

设动员大会后第一批启动的智能制造项目。 

7 月，由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承包建设的世界首例千米深井型接地极试验项目

——长翠村深井型接地极试验项目在广东省河源市连平县正式开工。东方电缆为该项目设计的防

湿热型深井接地极用水平导流电缆和垂直引流电缆，专业的电力输送技术方案在众多供应商中脱

颖而出，为项目中需要面对的耐千米深水压、耐腐蚀、耐高温及抗拉强度等技术难点提供了精准

的解决方案。 

7 月，东方电缆为国内首套 EPC单点系泊系统提供的动态软管脐带缆系统现场联调测试（SIT）

成功，通过业主验收后运往现场安装。该项目的成功实施是公司在继动态电缆系统、静态脐带缆

系统后的又一重大突破，进一步奠定了公司在海洋工程线缆领域的领先地位。 

7 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超深水强电复合脐带缆系统研制与示范作业”正式立项，将突破

向超深水，以及水下设备功能的复杂性，超深水、长距离、大功率脐带缆的动力连接、电气控制

和结构安全等难题，降低深水油气田的开发成本，满足水下设施日益多样化、大功率化和高可靠

性的需求，为我国南海深水油气开发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4、资本市场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已于 3月 29 日通过中国证监会审核，并于 7月 31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的

核准批复（证监许可〔2017〕1219号），目前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工作正有序推进中。 

二、下半年工作展望 

“十三五”是东方电缆发展的重要战略时期，2017 年下半年公司将继续围绕“东方制造▪高

端引领”的战略思路，着力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实现公司平稳健康发展。公司将重点开展以下

工作： 

1. 深化市场布局，提升执行效率，推动“大项目、大行业、大市场”的开拓，争

取入围参与一批大中型央属企业、地方性行业龙头和重大型工程基建项目；各区域做好项

目的售前、售中、售后服务工作。 



2. 持续推进科技项目产业化工作，加强科技项目财务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承担、

承接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能力和水平；跟踪高新技术企业申报的后续工作，做好十三五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国家海洋局“十三五”示范项目等申报工作。 

3. 依托“中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的优势，通过职业教育和产业对接的形式，

深入开展与宁职院等院校校企合作，探索培养高技术、专业类人才；通过员工职业技能大

赛、新员工入职培训等方式，全面提高公司员工工作质量和效率。 

4. 深化预算管理，将预算管理延伸至技改、科技等项目管理中，提高投入的可控

性。以入选“工信部 2017 年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试点示范项目”为契机，全力做好 

ERP系统优化项目的研发工作。 

5. 精心组织、合理计划，全力推进钢管脐带缆和 500KV 海缆两大产业化项目的开

工建设，确保项目顺利实施；继续完善内部生产管理机制，加强内部生产成本管理，完善

生产组织方式，提升产能，缓解产销矛盾，提高生产制造水平。 

6. 完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上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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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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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