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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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6,237,498.07 2,956,101,015.43 9.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614,966,852.81 1,581,062,917.57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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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12,006.78 -496,708,894.35 不适用 



营业收入 1,386,965,493.52 1,009,574,739.49 37.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6,266,482.98 28,098,297.93 100.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5,204,188.13 20,640,196.65 167.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50 3.25 增加0.2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1 0.07 57.1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1 0.07 5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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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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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6 167,326,495 11,739,130 质押 44,422,630 

袁黎雨 境内自

然人 

9.99 50,282,100 0 质押 33,318,000 

宁波华夏科技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5.32 26,789,400 0 无 0 

金元顺安基金－中信银行

－中诚信托－2017年中信

银行组合投资单一资金信

托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83 24,300,000 24,300,000 无 0 

金鹰基金－中信银行－华

宝信托－华宝－中信 1 号

单一资金信托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74 23,830,434 23,830,434 无 0 

泰达宏利基金－平安银行

－华鑫信托－华鑫信

托·专户投资 7号单一资

金信托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67 23,478,260 23,478,260 无 0 

宁波市工业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

人 

2.34 11,776,930 0 无 0 



江西赣源实业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34 11,761,200 0 质押 11,761,200 

新疆亘泰瑞盛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95 9,801,000 0 无 0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帆

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57 7,924,5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东方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东

方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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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高管持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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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是“十三五”发展规划的关键之年，面对新时代新要求，公司牢牢把握国家发展海洋

经济、一带一路、中国制造 2025的重要战略机遇，遵循“东方制造、高端引领；健康东方、成就

未来”的战略思路，做强、做大上市公司主业，探索布局产业链，确保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高

企业核心竞争力，实现“让陆地与海洋互联”的使命和“成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备世界先进

水平，具有国际核心竞争力的现代企业”的宏伟愿景奠定坚实基础。 

围绕高质量发展整体理念，上半年度产业发展及经营业绩快速提升，并呈现较多亮点，公司

已基本形成了以高端电线电缆制造、高端海洋技术装备制造为核心，海洋技术工程服务产业共同



发展的产业发展体系，国际首根 500kV（含软接头）光电复合交联海底电缆验收试验顺利通过，

国内首根海洋脐带缆交付并申报工信部深水脐带缆项目，企业品牌影响力、知名度及核心竞争能

力有了进一步提升。在积极落实“整体提升，重点突破”的工作要求方面，突破南方市场，订量

保有量指标中海缆、陆缆系统各占 50%，实现“海陆并进”。 2018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8,696.55万元（不含税），较上年同期增加 37,739.08 万元，增长 37.38%；其中实现海底电缆

销售 45,745.6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39.73%；2018年初至今，海底电缆累计中标 136,843万

元（含海缆安装敷设 19,14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98.14%；上半年实现净利润 5,626.65万元，

同比增长 100.25%，扣非后净利润同比增长 167.46%。 

2018年半年度主要工作： 

● 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实施稳定的投资者回报措施；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持续认真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坚持以投资者需求为导

向，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充分、公平地披露信息，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的主动性、针对性、

有效性，主动接受社会和广大投资者的监督。依托股东大会、上证 e 互动、投资者电话、投资者

交流会、投资者调研等互动交流平台，积极建立公开、公正、透明、多维度的投资者关系，6 月

举行了投资机构及媒体集中调研活动，加深投资者对公司发展战略、财务状况、业务情况、未来

发展等情况的了解，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认同度，切实提升公司价值及市场影响力。建立并维护

上市公司的良好形象，推进公司在资本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 2017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方案,总股本增加至 503,157,324 股。公司自

2014年上市至今，在公司盈利、现金流满足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公司每年均实行

了利润分配政策，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回报投资者，使全体股东共同分

享公司成长经营成果，同时也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 搭建全流程覆盖的信息化平台，通过数据分析推动内部管理与风险管控； 

信息化作为推进精益管理体系的抓手之一，建立 BDP 指标数据显示平台，加强数据采集分析

能力和 OA平台的梳理，启动信息化全流程覆盖的调研；推进生产事业部独立核算和关键流程节点

的风险管控；重点建立信息化问题清单落实反馈机制。加强营销重大合同评审的法务风险控制，

一步加强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及内部控制定期监督机制，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和风险防控能力，全面

提升公司法人治理水平，为公司股东合法权益的保护提供有力保障。 

● 推进精益制造管理体系建设，提升高端产品制造水平； 

“精益制造”体系建设进入改善阶段，以关键数据为抓手，深入解决问题，以装备提升为抓



手，突破关键工序生产瓶颈，实现提升产能、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依托重大项目承接，做好生

产过程中关键指标数据的监控和分析，全面、有效贯彻执行综合管理体系，同时细化采购管理流

程，优化供应商管理，全方位、多元化增加采购渠道，保质保量完成高端产品的按时交付。上半

年，完成高端产品制造，实现了重大突破。海缆产品产值突破 4.4 亿元，实现了历史新高，整体

提升了高端制造水平。同时围绕关键指标管控，有序推进智能制造集成系统建设，重点做好 ERP

系统、OA系统的优化及关键数据采集与显示。 

● 依托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推动关键技术突破和新产品产业化； 

通过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夯实已承接科技项目的推进工作。在高端海洋缆、钢管脐带

缆产业化交付、南方市场的技术支撑、动态缆的实质性研制等方面实现了突破。上半年，研发投

入约 4,749 万元，占销售额的 3.42%。推进了重大新产品产业化，同时持续加快推进新产品柔性

矿物绝缘电缆、535kV 直流电缆、动态海缆的开发进度。 

● 重视营销团队建设，推进国内、国际“重点市场、重点项目”开拓； 

上半年，为了更好的提升营销工作，5 月份启动“精益营销”体系，并以关键指标周报制为

体系的抓手；同时公司抓住国家发展海洋经济和“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机遇，紧跟央企脚步推

动沿线国家的基础建设项目的开发，深化市场布局，形成“2+1”市场定位，即东部市场、南部市

场及国际市场，按照“重点市场、重点项目”的工作方向，在推动高端产品的市场开拓方面取得

明显成效，突破 500kV 海缆和脐带缆产业化应用，对重点核心区域市场实现突破，真正突破了南

方电网市场，中标三峡阳江项目、南方电网 4 省框架，并在轨道交通市场上有突破，中标金额和

订单保有量大幅提高，海洋产品订单增幅较大，2017 年至今海缆中标金额累计达 26 亿元，2018

年至今已中标的重大海缆项目如下： 

华能江苏大丰 300MW海上风电项目 220kV海底光电复合电缆及附件采购；  

福建莆田南日岛海上风电场一期项目 220千伏海底电缆（II回）采购项目； 

三峡新能源广东省阳江市阳西沙扒 300MW 海上风电项目 220kV/35kV 海缆设备采购及敷设施

工。 

● 围绕以客户为中心和以人为本的理念，推进全面质量管理与安全生产责任落地； 

本着以客户为中心和以人为本的质量管理理念，建立完善的质量安全管理制度，严控各项质

量类绩效指标，推进质量积分制的管理体系工作，并启动 CNAS实验室申报工作。围绕公司生产经

营，坚持责任落实、严格督查机制，加强安全管理，提高员工安全意识，排除隐患，杜绝各类安

全事故发生，力争全年公司财产零损失。 



● 加快切入海缆安装运维领域，提高承接海洋工程能力及水平，完善公司产业布局； 

遵循公司战略思路，以拓展海工产业为核心，以现有海工装备为依托，加快推动海缆安装运

维产业的发展。上半年，重点突破全产业链的打造，东方海工 01 号和东方海工 02 号船确保高端

产品顺利出运，同时加强海工团队建设，并推动海工市场开拓工作，重点落实三峡阳江项目海工

技术服务工作，提高承接海洋工程能力及水平。 

● 加强全员学习培训和企业文化建设工作，积极投身公益事业、承担社会责任； 

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的灵魂，为企业经济建设起着保驾护航的作用。围绕“健康东方、成就

未来”的文化建设思路，依托党群组织、人力资源平台及东方俱乐部，推进主题制的企业文化活

动。持续打造团队文化建设，重点完成营销团队培训工作，增强团队“自律、精敏、创新、拼搏”

工作意识，启发营销创新思维，强化团队协作，提升责任感和担当，同时开展围绕生产、品质等

精益生产的培训工作；推进半年度各职能部门团队建设回头看工作，加强先进及团队的典型塑造、

宣传及激励力度，营造凸显东方特色的企业文化氛围。 

同时，公司积极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每年均拨出专款用于对口扶贫、军民共建、村企结对、

困难员工救助、公益助学和慈善捐助等，设立了中华润慈公益基金，已连续四年颁发“宁波大学

东方电缆——海洋技术奖助学金”，荣获宁波市十大最具爱心捐赠企业、宁波北仑区最具爱心捐赠

企业、“慈善楷模”、“慈善之星”、“爱心大使”等荣誉称号，历年来累计捐款、助学等共计 400

余万元，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赞誉。 

2018年下半年主要工作计划如下： 

下半年，我们将继续把握国家发展海洋经济、一带一路、中国制造 2025的重要战略机遇，遵

循“东方制造、高端引领；健康东方、成就未来”的战略思路，做强、做大上市公司主业，完善

产业链布局，确保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围绕高质量发展整体理念，继续积

极落实“整体提升，重点突破”的工作要求,持续着力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加强公司管理，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强化合规意识； 

进一步加强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及定期监督机制，建立严格的投融资风险控制和防范体系，提

升企业管理水平和资本市场风险防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切实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

平和透明度。 

● 利用资本平台，促进人才引进和产业布局； 

借力资本市场平台，加快推进 2+1产业布局和 2+1市场定位，持续推进再融资项目——海洋

能源互联用智能海洋缆系统项目的建设；同时建立科学的管理架构、人员配置及团队的绩效考评



体系。 

● 搭建全流程覆盖的信息化平台，通过数据分析推动内部管理与风险管控； 

以信息化建设为抓手，重点推进智能制造集成系统一期验收工作，同时做好智能制造集成系

统二期方案；落实企业信息化安全提升方案，BDP关键指标数据钻取方案，以及车间关键点位 MES

实施方案，从而现实内部管理提升。 

● 加强全员学习培训和俱乐部建设工作，推进企业文化落地； 

深化企业文化与培训工作，实现企业文化全员覆盖。 

● 推进精益制造管理体系建设，提升高端产品制造水平； 

继续推进精益制造管理体系建设，不断完善关键指标的控制方法和手段，提高管理水平；加

强生产计划的统筹协调，确保产业化项目的顺利推进和按时交付；推进柔性防火电缆的开发工作，

填补防火电缆系列产品的空白。依托两化融合，提升重点产品制造能力，全面提升高端产品的质

量，提高关键设备生产技术和智能化水平。 

● 依托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推动关键技术突破和新产品产业化； 

重点做好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建设，加快新产品产业化落地，提升国家科技项目的承接能力

和水平。 

● 重视营销团队建设，加快推进“精益营销”体系建设，推进国内、国际“重点市场、重点

项目”开拓； 

优化市场布局，持续推进公司“2+1”的市场定位，突破重大项目、重大市场；继续推进“精

益营销”体系建设，推动内部管理提升及营销制度的优化；加大对于优质客户的培育，严格控制

资金风险，对于不良客户进行逐步的压缩与控制。 

● 围绕以客户为中心和以人为本的理念，推进全面质量管理与安全生产责任落地； 

继续做好国内、国际“重点市场、重点项目”产品质量管理工作；优化质量积分制的管理体

系工作；当前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加强生产事业部安全管控，落实员工休息室安全教育工作，提

高员工安全意识，杜绝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提高承接海洋工程能力及水平，完善公司产业布局； 

进一步完善产业链，提升东方海工 01号和东方海工 02 号船出运高端产品的能力，加强海工

技术服务工作，加快推动海工产业的发展，提高承接海洋工程能力及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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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4 月 28 日，财政部颁布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

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通知》（财会〔2017〕13号），自 2017年 5月 28日起施行。 

2017年 5月 10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后<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

通知》（财会〔2017〕15号），自 2017年 6月 12日起实施。 

2017年 12月 25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

30号，以下简称通知)。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按照上述准则和通知编制

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财务报表。 

根据前述规定，公司于上述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已于 2018 年 4 月

16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 13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

更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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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