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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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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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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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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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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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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母公司 2016 年度实现净利润  131,511,362.09

元（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共为 250,529,781.72元），按照公司章程，提取 10%

法定盈余公积金 13,151,136.21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712,667,549.63元，减去本年度实施分

配 2015年度股利 160,648,825.64元，2016年年末实际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670,378,949.87元。 

    公司拟以 2016年 12 月 31日总股本 944,993,09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

利 1.0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 94,499,309.2元，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实施后，公司剩余未分配

利润 575,879,640.67 元结转下年度。本年度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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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永鼎股份 600105 永鼎光缆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国栋 陈海娟 

办公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芦墟镇318国道

72K北侧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芦墟

镇318国道72K北侧 

电话 0512－63271201 0512－63272489 

电子信箱 zgd@yongding.com.cn zqb@yongding.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分为四个板块： 

（一）通信科技 

1、主要业务 

本板块主要从事有线通信产品及通信软件产品的研发、生产制造及销售，主要产品及应用如

下： 

产品类别 产品名称 主要应用 

有线通信产品 

通信光纤、通信光缆、特种光缆、

室内软光缆、通信电缆、数据电

缆、特种电缆、光器件等。 

广泛应用于国家重点工程如中国电

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广电、总

参等一级干线工程，华为、中兴、上

海贝尔等通信设备制造商，国内外地

铁、轻轨、航空等工程项目。 

通信软件产品 

移动互联网领域信令采集分析、

业务运营支撑、网络及应用安全

分析、用户行为分析等高新技术

软件。 

用于电信运营商互联网系统管理及

应用。 

2、经营模式 

通信科技板块为公司的传统主业，公司经营模式由传统的“以产定销”模式，向“研发-生产

-销售一体化”模式转型。通过收购北京永鼎致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延伸公司通信产业链条，从

简单的产品向系统集成和工程规划、勘察、设计、施工、网络优化、运维等全方位业务推进延伸。  

3、行业情况 

1）宽带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光进铜退”趋势明显 2016 年，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量达到

6.9 亿个，比上年净增 1.14 亿个，同比增长 19.8%。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光进铜退”趋势更加

明显，xDSL端口比上年减少 6259万个，总数降至 3733万个，占互联网接入端口的比重由上年的

17.3%下降至 5.4%。光纤接入（FTTH/0）端口比上年净增 1.81 亿个，达到 5.22 亿个，占互联网

接入端口的比重由上年的 59.3%提升至 75.6%。 

 

 

 

 



2010-2016 年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发展情况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工信数据“2016 年通信运营业统计公报”） 

 

2）传输网设施不断完善，本地网光缆规模与增长居首 2016年，全国新建光缆线路 554万公

里，光缆线路总长度 3041万公里，同比增长 22.3%，整体保持较快增长态势。  

全国新建光缆中，接入网光缆、本地网中继光缆和长途光缆线路所占比重分别为 62.4%、34.3%

和 3.3%。其中长途光缆保持小幅扩容，同比增长 3.5%，新建长途光缆长度达 3.32万公里。 

2010-2016 年光缆线路总长度发展情况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工信数据“2016 年通信运营业统计公报”） 

 



（二）海外工程 

1、主要业务本板块专注电站和输变电网的海外工程承包，涵盖“设计-采购-施工-维护”等

集成服务，是从设计、供货、安装、调试到维护服务的集成型一体化解决方案服务商。 

报告期内，在孟加拉、老挝、巴基斯坦、尼泊尔、埃塞俄比亚、赞比亚、肯尼亚、莱索托有

工程项目在执行。另外，公司正在积极推进电站和输变电网的长期运营投资，延伸进入更高的产

业层级。 

2、经营模式  

主要采取“工程设计+设备采购+土建施工+安装调试+运营维护”的经营模式，专注发电、变

电、输电和配电的电力工程。公司自成立以来共承建了 10多个国内外大中型项目，横跨电力、通

信等各行业。 

永鼎海外工程专注电力工程 

 

3、行业情况据商务部发布的信息，近 5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的营业额和新签合同额都在逐年

递增，年平均增长率为营业额 6.62%、新签合同额 9.42%，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下，未来

增幅会更大，该业务正处于良好的发展机遇期。 

 



近五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情况 

 

（三）汽车线束 

1、主要业务 

本板块主要从事汽车线束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和销售业务。随着配套整车厂的规模扩大、

研发团队建设的完善，下属子公司金亭线束整车线束设计能力得到了提升，同时积极参与多家主

机厂新能源车的前期研发，稳步拓展新能源汽车市场。金亭线束的子公司苏州波特尼电气系统有

限公司线束业务配套德国大众汽车系列，业务逐步向新能源汽车领域扩展。 

2、经营模式本版块的经营模式主要包括采购模式、生产模式、销售模式和盈利模式。 

1）采购模式：采用“数据采集-竞价招标”的模式，确定合格供应商以及所有原材料价格。 

2）生产模式：主要依据客户给出的每个车型配套的线束的预测量，按计划进行生产。 

3）销售模式：主要采用直销方式销售产品，进入客户合格供应商名单，与下游客户结为供应

链伙伴，实现产品销售。 

4）盈利模式：主要通过向上海大众、上海通用等汽车整车生产商和康明斯、延锋江森等配套

厂商销售汽车线束产品来实现盈利。 

3、行业情况 

汽车线束行业发展高度依赖汽车行业，目前大部分品牌车厂拥有自己比较成熟完整的汽车供

应链，线束行业厂家与汽车企业的结合相对更加紧密。主流整车企业线束供应商集中度高，国内

大型自主品牌车厂大多拥有专门配套生产的线束厂。 

据行业专家预测，汽车产销量达到 3000万辆（线束成本下降和新能源化、智能化提升对冲线

束成本下降影响，单车线束成本保持不变），则市场空间可达 1000 亿元。据中国产业信息网数据



显示，2015 汽车线束自主渗透率大约 10%，假设 2020 年自主品牌线束渗透率提升到 20%，则自主

汽车线束市场空间可从当前约 80亿元提高到 200亿元。 

2020 年自主品牌线束市场空间预计将超过 200 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 

（四）超导材料 

1、主要业务 

本板块主要从事第二代高温超导带材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和销售业务，主要产品为第二代

高温超导带材。致力于第二代高温超导带材产业化的低成本、高产率关键制备技术。 

2、经营模式 

本板块为公司的创新研发板块，公司的经营模式主要为：项目合作与市场销售。项目合作方

面：承担了众多国家级和省市级的项目，如江苏省产学研项目；江苏省成果转化项目；国家 863

项目等等；报告期内荣获了苏州市姑苏重大团队项目、江苏省双创个人和团队项目；市场销售方

面：目前主要为一些大型科学示范工程及电网公司、科研院所的试验项目提供带材。 

3、行业情况 

超导技术百年来一直为科学界所关注，被世界公认为 21世纪最具战略意义的高新技术之一。

超导带材应用领域极其广泛，新能源和智能电网、医疗和生物技术、工业和大科学工程，超导材

料都将以功率大、体积小、重量轻和节能减排等特征，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在超导领域，二代高

温超导带材生产工艺复杂，对于工艺的稳定性和控制要求很高。较之以往，近十年其技术发展有

很大提高，其应用发展有望快速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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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年 

总资产 4,124,383,145.48 3,380,692,598.06 22.00 3,126,064,394.60 

营业收入 2,578,578,721.48 2,255,624,411.08 14.32 2,502,507,623.1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50,529,781.72 180,735,133.71 38.62 170,818,192.4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235,749,675.94 125,523,526.11 87.81 17,654,860.2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531,246,048.88 2,189,858,370.18 15.59 1,921,267,800.21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6,338,584.81 50,267,064.28 12.08 226,577,727.82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7 0.20 35 0.2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7 0.20 35 0.20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0.48 8.84 增加1.64个百分

点 

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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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980,085.53 509,131,107.17 597,026,481.88 931,441,046.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4,942,699.69 69,156,975.57 45,573,568.59 90,856,537.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41,702,143.20 62,385,318.16 38,799,124.29 92,863,090.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37,629,189.67 -61,218,635.19 51,380,688.03 203,805,721.64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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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6,46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9,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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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永鼎集团有限

公司 

0 351,458,652 37.19 108,216,734 质押 157,04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八组合 

10,243,913 42,473,017 4.49 0 无   其他 

上海东昌企业

集团有限公司 

0 37,008,876 3.92 37,008,876 无   其他 

恒大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万

能组合 B 

35,823,877 35,823,877 3.79 0 无   其他 

李日松 0 31,748,166 3.36 31,748,166 质押 31,740,000 未知 

上海东昌广告

有限公司 

0 27,500,120 2.91 0 无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八组合 

10,594,592 16,999,468 1.80 0 无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

四零一组合 

14,200,045 14,200,045 1.50 0 无   其他 

中国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个人

分红－005L－

FH002沪 

12,478,052 12,478,052 1.32 0 无   其他 

王正东 0 6,110,024 0.65 6,110,024 无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前 10名股东中，永鼎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与其他

9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前 10名股东中, 上海东昌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上海东昌广告有

限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3、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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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 257,857.87万元，其中：通信板块 157,154.90万元，汽车线束 62,104.57  

万元，海外工程 30,677.19 万元，宽带网络工程 2,191.92 万元。营业成本 216,480.47 万元，

营业税金及附加 1,192.48 万元，投资收益 13,948.10 万元，利润总额 32,303.65 万元，现金及

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18.06 万元。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 2016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18户，详见明细如下： 

子公司名称 
主要经

营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持股比例（%） 
取得方式 

直接 间接 

上海永鼎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 制造业 95.00   设立 

武汉永鼎光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 湖北 制造业  100.00 设立（注 1） 

苏州永鼎投资有限公司 江苏 江苏 实业投资 100.00   设立 

苏州新材料研究所有限公司 江苏 江苏 制造业 50.40   设立 

苏州鼎晟超导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 江苏 贸易  100.00 设立 

江苏永鼎电气有限公司 江苏 江苏 制造业 100.00   设立 

江苏永鼎盛达电缆有限公司 江苏 江苏 制造业 70.00   设立 

江苏永鼎泰富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 江苏 工程施工 51.00   设立 

苏州中缆泰富进出口有限公司 江苏 江苏 进出口贸易  100.00 设立（注 2） 

环球电力有限公司 香港 香港 进出口贸易  100.00 设立（注 1） 

北京永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 医疗用品研发 100.00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上海数码通宽带网络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 网络服务 100.00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上海凯威电气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 贸易 100.00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苏州永鼎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江苏 江苏 贸易 100.00   设立 

上海金亭汽车线束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 制造业 100.00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老挝永鼎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老挝 老挝 贸易业 60.00   设立 

苏州永鼎线缆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 江苏 制造业 96.00  设立（注 1） 

北京永鼎致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 软件业 43.57  参见审计报告附注七、2 

    注 1：（1）本公司于 2016年内与自然人杨辉共同投资设立了苏州永鼎线缆科技有限公司，本

公司持股比例为 96%。于 2016年内将该公司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本公司子公司上海永鼎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于 2016 年全资设立了武汉永鼎光电子技术

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于 2016年内将该公司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3）本公司子公司江苏永鼎泰富工程有限公司于 2016 年全资设立了环球电力有限公司，持

有其 100%的股权。于 2016 年内将该公司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注 2：于 2015年内，子公司江苏永鼎泰富工程有限公司投资设立了苏州中缆泰富进出口有限

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于 2016年内对该子公司实际出资 5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