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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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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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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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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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洋科技 603703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秋婷 高璟琳 

办公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东路1416号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东路1416号 

电话 0575-88622076 0575-88622076 

电子信箱 stock@shengyang.com gaojl@shengyang.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代码表》（GB/T4754-2011），公司所属行业为“C38 电气机械及器

材制造业”大类下的“C3831 电线、电缆制造”业，具有周期性、区域性、季节性的特点： 

周期性：射频电缆行业是通信行业重要的配套产业，其行业周期与宏观经济运行周期密切相

关。当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射频电缆行业面临较好的发展机遇；当全球经济和中国经



济发展陷入停顿，射频电缆行业可能受到周期性影响。 

地域性：我国射频电缆行业中企业的分布区域性明显，主要集中在江苏、浙江、广东等沿海

经济发达地区，高频头企业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上述地区已经拥有较为完善的射频

电缆和高频头产业集群和产业链，形成了一定的集聚效应，因此射频电缆和高频头具有较为明显

的区域性特点。 

季节性：广播电视接入网、固定宽带接入网和局域网是射频电缆最主要的应用领域。国内外

运营商和布线工程承包方一般在每年的第一季度制定全年投资和采购计划，第二季度开始实施。

受最终需求方采购安排等因素影响，射频电缆企业一季度销售额通常较低。 

公司作为国内领先的射频电缆制造企业，产品品质要求高于国内行业标准。主要参照国际大

型通信电缆生产企业标准和国际先进行业标准组织生产，拥有包括内外导体加工、编织生产、护

套生产、成圈、包装等生产加工环节的完整产业链。公司产品主要销往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

凭借在长期稳定发展中所建立的品质管理优势、工艺技术优势、规模优势，一直是百通、TFC 等

国际大型企业在国内的主要合作伙伴，并已成为 Commscope、DISH、General Cable、Southwire 等

国际大型通信运营商在中国大陆地区的重要产品供应商。 

（一）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及产品 

公司是横跨有线、无线领域的通信设备生产商。自成立以来主要从事多种射频电缆及相关配

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属射频电缆行业。主要产品和服务包括 75 欧姆同轴电缆、数据电缆、

高频头和 5G 通讯塔类业务，产品主要应用于电视（有线电视、卫星电视）、固定网络等各种标准

的信号传输系统及 5G 铁塔通讯。 

（二）公司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根据 ISO9001 国际质量体系要求制定了规范的采购流程，对每项重要原材料均选择两个

以上供应商。对于价格波动较大、市场供应紧缺的主要原材料，公司根据生产需要每年与供应商

签订采购框架协议，采购发生时，双方根据框架协议另行签署订单。 

（1）供应商的选择 

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是全国重要的射频电缆及相关配套产品生产基地，相关工业配套较为完

善公司生产所需原材料供应充足。 

公司制定了严格的供应商认证和管理制度，确保原材料的质量稳定。公司对原材料供应商建

立质量档案，根据产品质量、价格、供货及时性等对其进行评审，建立合格供应商名录，并在每



年年底对其重新进行评价。 

公司在具体执行采购计划时，综合考察合格供应商样品检测结果、产品报价、历史供货记录

等资料，选定具体采购对象，确保所采购原材料质量稳定可靠。 

（2）原材料采购检验 

质量管理部按照《采购产品检验规程》对不同的原材料按照相应的标准和规程进行检验。原

材料到厂后，先由进货检验员检验，合格的才能办理入库手续；不合格品被单独标识并隔离，退

还给供应商，同时开出“来料异常联系单”。 

（3）原材料采购方式 

公司射频电缆生产所需要的主要原材料为内导体材料、绝缘材料、屏蔽材料及护套材料等；

高频头生产所需主要原材料为铝主体材料、塑件材料、电子料及印刷线路板等。 

报告期内，电解铜、铜杆、铜丝等铜有关的导体材料是公司重要的原材料，其价格对公司的

生产成本及产品销售定价都有着重要影响。对于上述原材料，公司通常采用“以销定产、以产定

采”为主的采购模式，考虑到客户临时性订单、供应商供货及时性等因素，公司辅以“设置安全

库存、择机采购”的采购模式。“以销定产、以产定采”是指生产部根据销售部所接订单汇总铜有

关原材料用量，采购部根据生产部申请表来进行物资采购，经负责采购的副总经理审核批准，由

采购部具体实施采购；“设置安全库存、择机采购”是指公司根据客户紧急性订单需求、最新市场

供应等情况，在保证公司优质客户订单能够得到满足、不缺料导致停产以及控制呆料数量的前提

下，为主要原材料设置安全库存量区间，视未来销售预期及原材料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择机采购。 

除了铜材有关的原材料之外，公司主要原材料包括黑铁丝、铝箔、铝镁丝、PE、聚氯乙烯粉、

增塑剂、铝锭、ABS 塑料、集成电路、场效应管和印刷线路板等主要原材料，公司主要采用“设

置安全库存、择机采购”的方式进行采购。 

（4）原材料采购的定价政策 

公司以市场价格采购原材料，其中，对铜杆、铝箔等贵金属原料，公司依照采购时有色金属

网、沪铜网等市场铜、铝的市场价格，加上以供应商原料加工成本、难易所确定的加工费，作为

采购价格。 

2．生产模式 

公司针对新产品与已有产品采用两种不同的生产模式，具体内容如下： 

（1）新产品生产模式 

为不影响公司已有产品正常生产，公司对新产品的开发、试制设置了专用生产线，由技术开



发部制定工艺方案并设计工具、模具后，利用专用设备进行试制。当新产品的所有技术指标达到

客户要求后，公司进行小批量生产，同时及时修改和完善工艺技术。在这整个新产品开发生产过

程中，新产品与已有产品完全分离，不会影响已有产品生产进度与质量监控。 

（2）已有产品生产模式 

公司对已有产品主要采用以销定产的模式组织生产，生产部根据生产任务单制定生产计划，

合理调配设备、人员组织生产。此外，公司根据市场需求预期和历史销售经验，对部分常规产品

提前生产备货。 

3．销售模式 

公司生产的产品主要用于出口。公司主要直接向各国或地区品牌服务商提供包括设计、制造、

包装在内的全方位的制造服务，产品直接面向各品牌服务商销售，依据市场价格与客户协商确定；

对少量产品的销售采用经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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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190,212.31 2,154,181,619.28 -8.03 1,398,438,458.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925,709,410.27 1,083,978,244.74 -14.60 440,900,085.58 

营业收入 975,183,818.74 747,630,747.87 30.44 834,454,521.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0,435,918.51 5,248,051.14 98.85 3,866,614.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866,509.09 -22,446,434.14 135.05 -23,113,267.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6,144,977.04 55,056,866.41 38.30 52,245,440.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04 1.19 减少0.15个百分点 0.88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4 0.02 100.00 0.0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4 0.02 100.00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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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233,061.76 253,146,708.98 242,421,870.43 237,382,177.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0,347,569.42 4,689,547.02 946,007.75 -5,547,205.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0,644,075.00 4,040,759.52 1,298.51 -6,819,623.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9,057,033.92 33,672,435.26 26,198,708.94 -2,783,2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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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6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6,847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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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利明 0 37,095,000 12.42 0 质押 30,000,000 境内自然人 

盛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0,822,649 25,809,949 8.64 0 无 0 
境内 

非国有法人 

国交北斗（海南）科技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22,970,000 22,970,000 7.69 0 质押 11,200,000 

境内 

非国有法人 

盛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绍兴市

盛洋电器有限公司 2021 年非公

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质押专户 

13,000,000 13,000,000 4.35 0 无 0 其他 

徐凤娟 0 7,130,000 2.3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叶盛洋 0 7,000,000 2.34 0 质押 5,000,000 境内自然人 

诸暨市天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天域金星 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8,317,592 4,169,400 1.40 0 无 0 其他 

宋迪伟 3,314,476 3,314,476 1.1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青岛伟晟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伟晟新坐标五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2,700,200 2,700,200 0.90 0 无 0 其他 

叶美玲 0 2,000,000 0.6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盛洋控股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叶利明和徐凤娟夫妇为公司实际

控制人，除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外，还通过盛洋控股集团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叶盛洋系叶利明和徐凤娟夫妇的儿子；叶美玲系叶利明的

姐姐；与上述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所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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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75亿元，相比上年同期上升 30.4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043.59 万元，相比上年同期上升 98.85%，主要系：（1）上期受疫情影响，销售量下降，本

期销售逐步恢复，射频电缆类产品销售订单增加；（2）本期汇兑损益和利息费用减少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86.65万元，相比上年同期上升 135.05%，主

要系上期确认虬盛光电业绩补偿所形成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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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