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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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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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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准确性、

完整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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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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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1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146,625,928.22元，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128,069,382.89元，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净利润-128,069,382.89元

，期末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214,193,976.54元。因公司2021年度亏损，为保证公司2022年度生产

经营资金需求及新产品研发、技术升级及项目建设等方面的投入，公司董事会基于当前业务开展

与未来发展的资金需求，提出2021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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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城电工 600192 G电工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启龙 周济海 

办公地址 
甘肃兰州市七里河区瓜州路4800号

国投大厦13F 

甘肃兰州市七里河区瓜州路4800号

国投大厦13F 

电话 0931-2316395 0931-2316391 

电子信箱 gwe@chinagwe.com gwe@chinagwe.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所属的行业为装备制造业下属的电工制造行业，汇聚了发电、输变电、配电、用电设备



及电工器材制造等一系列重要产业，是国民经济装备制造业的主要支柱产业。近年来，我国电工

机械制造行业规模不断扩大，综合实力显著提升，报告期内，电工机械制造行业主营业务收入、

产值和出口交货值同比均实现了持续增长，行业发展总体比较平稳。在市场和产业发展方面，一

方面受国家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政策引导，细分行业分化有加剧趋势，行业市场以传统火电为代表

的高耗能、高污染项目需求呈断崖式下跌，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的提出，将加速能源体系重构，

建立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以风能、核能、太阳能光伏发电为代表的清洁、节能新能

源发电迎来快速发展阶段，为行业企业的产业、技术和市场转型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另一方

面，本行业属完全竞争行业，行业市场国际化趋势日趋明显，同时受行业准入门槛低，中小企业

众多，产业发展无序，重复投资，产品和技术同质化严重等因素影响，企业创利能力被进一步削

弱，行业产业链发展不均衡、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市场资源集中度不高，尚未有效形成产业相互

配套协作的集群化规模发展模式，在国内市场国际化趋势下与国外知名企业相比在技术和品牌等

核心竞争力方面尚存在短板与差距。 

公司主要从事高中低压开关成套设备、高中低压电器元件、母线槽、电气传动自动化装置、

新能源装备等电工电器类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以及水电运营与管理等业务。电工电气产品

业务是支撑公司经营发展的核心产业，现已基本形成以高中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及元件产品、工业

自动化装置为主导的电工电气输配电产业和工业自动化产业系统集成发展为主体，以区域物流配

送服务产业及以钣金箱壳制造、电镀和喷漆专业配套产业为核心的生产服务型产业集成发展为辅

助的产业格局，已初步形成公司产业集群化规模发展的运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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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4,681,547,727.71 4,710,984,677.60 -0.62 4,597,613,953.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696,948,912.43 1,813,282,616.69 -6.42 1,939,439,014.80 

营业收入 2,066,020,579.89 2,064,729,162.73 0.06 1,917,481,614.94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

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

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

营业收入 

1,780,264,440.08 1,785,749,092.18 -0.31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28,069,382.89 -195,221,241.64 34.40 11,732,917.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51,982,469.97 -215,112,375.70 -17.14 -27,794,571.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0,965,219.34 -246,834,575.44 95.56 123,062,166.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7.30 -10.40 增加3.10个百分点 0.6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 
-0.2899 -0.4419 -34.40 0.026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 
-0.2899 -0.4419 -34.40 0.0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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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816,743.17  550,519,748.83  488,596,741.57  603,087,346.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908,659.63  -35,817,188.91  -45,802,028.79  -40,541,505.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6,548,020.48  -45,181,497.40  -47,592,592.65 -152,660,359.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91,634.27  -47,685,320.76  148,181,597.39  -104,669,861.70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3,37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2,379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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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甘肃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

司 
0 171,272,753 38.77 0 无 0 国有法人 

曲来生 3,766,816 3,766,816 0.8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董慧芬 0 3,446,500 0.7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冯文军 0 3,220,500 0.7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金毅 2,583,600 2,583,600 0.5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刘占涛 34,100 2,059,986 0.4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淳婷 1,965,000 1,965,000 0.4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孙娜娜 1,922,800 1,922,800 0.4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金建明 1,400,000 1,400,000 0.3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安伟 -70,000 1,300,000 0.2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甘肃电气集团与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

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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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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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 20.66亿元，同比增长 0.06%；实现利润总额-1.60亿元，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28亿元。公司 2021 年营业收入与上年度基本持平，但受原材料

价格上涨和疫情不利因素影响，公司仍出现亏损，亏损幅度较上年收窄。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