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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推荐 

宁波东昊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推

荐报告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

规则（试行）》（以下简称“《业务规则》”）等法律法规，宁波东昊电力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昊电力”、“股份公司”、“公司”）就其股票进

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事宜召开

了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并通过了相关决议。东昊电力就其股份进入全国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事宜向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融证券”或“我公司”）

提交了申请。 

根据《业务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尽职调查工作

指引（试行）》（以下简称“《工作指引》”），我公司对东昊电力的公司业务

及持续经营能力、财务状况、公司治理、合法合规等事项进行了尽职调查，对东

昊电力本次申请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出具本报告。 

一、对东昊电力的尽职调查情况 

国融证券推荐东昊电力股票挂牌的项目小组（以下简称“项目小组”）根据

《工作指引》的要求，对东昊电力进行了尽职调查，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公司的

基本情况、历史沿革、业务与技术、关联交易、管理层人员情况、组织结构与内

部控制、财务与会计、业务发展目标、风险因素及其他重要事项等。 

项目小组与东昊电力实际控制人、高级管理人员及员工进行了交谈；查阅了

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司各项规章制度、会计

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工商登记资料、纳税凭证、重大业务合同等；

调查了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内控制度、规范运作情况和发展规划。通过上述尽

职调查，项目小组出具了《宁波东昊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公开转让之尽职

调查报告》，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及持股数量，公司独立性、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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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持续经营能力、规范经营风险、法律风险、财务风险以及是否符合挂牌条

件发表了意见。 

二、公司符合《业务规则》规定的挂牌条件 

根据项目小组对东昊电力的尽职调查情况，我公司认为东昊电力符合进入全

国股份转让系统的挂牌条件： 

（一）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经调查，东昊电力的前身为宁波东昊电缆附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昊有

限”）。东昊有限成立于 2009 年 9 月 9 日，2016 年 7 月 8 日由东昊有限整体变

更为股份公司并取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212695051751E 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 

公司整体变更过程中采用历史成本计价原则，未根据资产评估结果进行账务

调整，折合股本不高于公司净资产，整体变更符合相关规定。 

综上，公司符合《业务规则》第二章第 2.1 条第（一）项“依法设立且存续

满两年”的要求。 

（二）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主营业务为高压、超高压电缆附件的研发、制造与销售。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信审字【2017】第 31-00088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2017 年 1-6 月、2016 年度和 2015 年度，公司

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21,736,110.23 元、44,544,564.03 元、24,484,687.48 元；主

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分别为 99.41%、99.37%、99.03%，主营业务明确。 

截至本推荐报告出具之日，公司的生产经营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综上，公司符合《业务规则》第二章第 2.1 条第（二）项“业务明确，具有

持续经营能力”的要求。 

（三）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有限公司阶段，公司能够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运作，公司历次出资均履行了

相关会议程序。 

公司自整体变更设立以来，已依法建立健全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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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

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等一系列公司治理制度，相关机构和人员能

够依法履行职责。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能够认真、切实履行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职责。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具备和遵守《公司法》规定的任职资格和义务，报告期内不存在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 

综上，公司符合《业务规则》第二章第 2.1 条第（三）项“公司治理机制健

全，合法规范经营”的要求。 

（四）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东昊电力发起人及股东符合《公司法》及《证券法》关于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人数、住所及出资比例的规定；非自然人发起人依法成立且合法存续，自然人发

起人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不存在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规定不适宜担任股东的情形。东昊电力的股东目前由 8 名自然人股东和 1 名非自

然人股东组成，股东所持股份均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截至本推荐报告出具之日，公司的股份系各股东实名持有，不存在信托、委

托代持或其他类似的安排；各股东持有的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或者设置第三方

权益的情形，公司股权结构明晰，公司股票无发行和转让行为。 

综上，公司符合《业务规则》第二章第 2.1 条第（四）项“股权明晰，股票

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的要求。 

（五）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公司与国融证券签订了《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约定由国融证券担任

其主办券商，具体负责推荐东昊电力股票进入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持续督导

事宜。 

综上，公司符合《业务规则》第二章第 2.1 条第（五）项“主办券商推荐并

持续督导”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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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于宁波东昊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条件专项核查意

见 

1、对挂牌准入负面清单管理 

东昊电力不存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业务问答—关于挂牌条件

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二）》中归属于挂牌准入负面清单的情形。 

（1）公司是否属于科技创新类公司 

公司主营业务为高压、超高压电缆附件的研发、制造与销售。根据中国证监

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版），公司所处行业属于“制

造业”之“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分类代码：C38）。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

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公司所处行业为“制造业”（行

业代码：C）中“电线、电缆、光缆及电工器材制造”（分类代码：C383）下属

行业“绝缘制品制造”（行业代码 3833）。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颁

布的《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属行业属于“电线、电缆、光缆及

电工器材制造”（分类代码：C383）之“绝缘制品制造”（分类代码 3833）。 

根据国家发改委《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2016 版，公

司主要经营业务不属于战略新兴产业，故公司不属于科技创新类公司。 

（2）公司不属于科技创新类公司，对最近两年累计营业收入是否低于行业

同期平均水平进行论证 

根据国家发改委《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2016 版，公

司主要经营业务不属于战略新兴产业，故公司不属于科技创新类公司。对公司最

近两年累计营业收入是否低于行业同期平均水平进行论证，分别从公开市场数据

和行业协会数据两个方面展开： 

①公开市场数据 

根据公司所属行业特点，考虑可比性及数据获取等因素，我们选取公开

市场数据作为对标测算基础，结果见下表：  

行业 
数据

来源 

市场

类别 

2015 年 2016 年 

两年平均之

和（万元） 

行业平均营

业收入（万

元） 

样本数

（个） 

行业平均营

业收入（万

元） 

样本数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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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比大类行

业：电气机械

和器材制造

业（C38） 

公开

市场

数据 

上市

公司 
405,654.9008 220 479,578.4955 220 885,233.3963 

可比细分行

业：电线、电

缆、光缆及电

工器材制造

（C383） 

公开

市场

数据 

新三

板挂

牌公

司 

23,584.5447 79 22,898.5276 79 46,483.0723 

可比细分行

业：绝缘制品

制造

（C3833） 

公开

市场

数据 

新三

板挂

牌公

司 

19,239.0791 14 18,678.8566 14 37,917.9357 

电气部件与

设备 

公开

市场

数据 

区域

股权

市场 

8,007.387 58 17,322.7673 40 25,330.1543 

截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根据 Wind 数据库中的所属“证监会行业分类”，

对上市公司进行分类，属于“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C38）的公司共计 220

家；新三板挂牌公司中按照《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引》分类，属于“电线、

电缆、光缆及电工器材制造”（C383）的公司共计 79 家，其中，属于“绝缘制

品制造”（C3833）的公司共计 14 家。 

a.“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C38）上市公司对标分析 

截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根据 Wind 数据库中的所属“证监会行业分类”，

对上市公司进行分类，属于“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C38）的公司共计 220

家，经对比分析，仅有 9 家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中包含电缆附件的研发、生产或销

售，各公司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公司简介 

1 002168.SZ 深圳惠程 

公司以新型高分子电气绝缘材料技术为特色核心优势，致力

于提供专业配网装备及综合解决方案，专业从事高可靠、全

密闭、全绝缘、小型化新一代电气装备的研发、生产、销售、

安装及配网综合解决方案。产品包括成套开关设备、全密闭

绝缘中低压电缆分接箱、电缆对接箱、硅橡胶电缆附件、可

分离连接器、外置母线连接器、避雷器、电气接点防护罩等

硅橡胶绝缘制品、APG 环氧树脂产品、管型母线、SMC电气设

备箱体等。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推荐报告 

1-5-6 

2 002350.SZ 北京科锐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 12kV 配电及控制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 

3 002451.SZ 摩恩电气 

公司是专业从事电线电缆及附件的研发、制造及销售的股份

制企业，主要生产 110KV 及以下电力电缆、控制电缆、特种

电缆、高温电缆、硅橡胶电缆等系列产品计 200 多个品种、

60000多个规格。 

4 002498.SZ 汉缆股份 

公司主营业务集电缆及附件系统、状态检测系统、输变电工

程总包三个板块于一体，主产 500kV及以下高中低压交联电

缆、船用、矿用电缆、超耐热和高强度铝合金导线、碳纤维

导线、海底光纤复合电缆、数据缆、核电站电缆、石油平台

用电缆、风力电缆、阻燃耐火电缆，500kV 及以下电缆附件

等八大类百余系列万余种规格的产品。 

5 300062.SZ 中能电气 

公司致力于电缆化输配电系统为达到绝缘全封闭、智能免维

护、环保小型化的目标，提供符合坚强智能电网规划方案的

中压等级输配电设备。主要生产 0.4kV—110kV低压、中压、

高压各类预制式及冷缩式新型电力电缆附件，0.4kV—35kV

低压和中压各类户外式及地埋式电缆分支箱，全绝缘、全密

封、全屏蔽组合式和地埋式变压器专用配件，配电系统故障

寻址指示器，APG 环氧树脂绝缘件和 SMC 电气设备箱体等高

性能复合材料绝缘制品，以及相关输配电设备产品。 

6 300477.SZ 合纵科技 

公司是从事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及相关技术服务的高科技企

业，主营面向国内电力网络、市政建设、铁路、城市轨道交

通等诸多领域，生产和销售户外中高压配电和控制设备，产

品主要包括环网柜、箱式变电站、柱上开关、变压器、故障

指示器及智能配电终端、电缆附件、其他开关等。 

7 300510.SZ 金冠电气 

公司主要生产 C-GIS智能环网柜、智能高压开关柜、真空断

路器、箱式变电站、低压开关柜、电力电缆附件的专业化电

气制造企业。 

8 300444.SZ 双杰电气 

公司主要从事输配电领域 35kV 及以下电压等级的配电设备

与配网自动化硬件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和对外贸易。公

司是国内第一批自主研发、制造生产环网配电设备的企业，

产品共分开闭站、电缆网设备、架空网设备、高低压成套开

关设备、智能开关设备、配电远程监测系统、故障检测设备、

电缆附件等共八大类百余种产品。 

9 002879.SZ 长缆科技 

公司是专业从事电力电缆附件及配套产品的研发、生产、销

售及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拥有 50多年电缆附件生产经验，

具备 500kV及以下各电压等级交直流全规格超高压、高压及

中低压电缆附件及配套产品的生产能力。作为国内电缆附件

行业的骨干企业，公司产品种类齐全，包括超高压电缆附件、

高压电缆附件、中低压电缆附件以及其它产品。 

经查看上述公司的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经对比分析，其中，深圳惠程的电

缆附件产品是硅橡胶电缆附件，与东昊电力的产品不存在相似性。北京科锐主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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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为 12kV 配电及控制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有环网柜、箱式变

电站、永磁机构真空开关设备、故障指示器、重合器及其他配电自动化产品，专

注于中低压领域。东昊电力的产品主要是高压、超高压电缆附件的研发、制造与

销售，两者产品结构显著不同。 

摩恩电气是专业从事电线电缆及附件的研发、制造及销售的股份制企业，主

要生产 110KV 及以下电力电缆、控制电缆、特种电缆、高温电缆、硅橡胶电缆

等系列产品，东昊电力产品主要集中于高压、超高压电缆附件的生产，主要产品

为中接头铜外壳，摩恩电气与东昊电力产品结构显著不同。经查询摩恩电气 2016

年年度报告，摩恩电气未对电缆附件产品的营业收入数据进行单独分类，故法从

公开市场获取有关数据。 

汉缆股份主产 500kV 及以下高中低压交联电缆、船用、矿用电缆、超耐热

和高强度铝合金导线、碳纤维导线、海底光纤复合电缆、数据缆、核电站电缆、

石油平台用电缆、风力电缆、阻燃耐火电缆，500kV 及以下电缆附件等产品。经

查询汉缆股份 2016 年年度报告，汉缆股份并未对电缆附件产品的营业收入数据

进行单独分类，故无法从公开市场获取有关细分数据。 

中能电气主要产品之一为 0.4kV—110kV 低压、中压、高压各类预制式及冷

缩式新型电力电缆附件，经查询中能电气 2016 年年度报告，中能电气未对电缆

附件产品的营业收入数据进行单独分类，故无法获取有关细分数据。 

合纵科技主要生产和销售户外中高压配电和控制设备，产品主要包括环网

柜、箱式变电站、柱上开关、变压器、故障指示器及智能配电终端、电缆附件、

其他开关等。经查询合纵科技 2016 年年度报告，合纵科技电缆附件 2015 年、2016

年营业收入分别为 4,429,599.20 元、1,490,273.59 元，占合纵科技主营业务收入

比重分别为 0.40%、0.12%。鉴于电缆附件产品收入仅合纵科技总营业收入比重

极小，其无法代表一般行业水平，且东昊电力 2015 年、2016 年电缆附件营业收

入远远大于合纵科技电缆附件营业收入。 

金冠电气主要生产 C-GIS 智能环网柜、智能高压开关柜、真空断路器、箱

式变电站、低压开关柜、电力电缆附件。经查询金冠电气 2016 年年度报告，金

冠电气未对电缆附件产品的营业收入数据进行单独分类，故无法从公开市场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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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细分数据。 

双杰电气主要从事输配电领域 35kV 及以下电压等级的配电设备与配网自动

化硬件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和对外贸易，电缆附件为其主要产品之一，东昊

电力主要产品为高压、超高压电缆附件，与东昊电力产品结构显著不同。 

长缆科技主营业务为电力电缆附件及配套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

根据长缆科技披露的招股说明书，其主营业务收入中高压、超高压电缆附件产品

类别收入 2015 年、2016 年合计收入为 49,846.67 万元，远高于东昊电力。鉴于

长缆科技高压、超高压电缆附件产品类别中包括多个明细品种：瓷套式终端、复

合套管终端、装配式 GIS 终端、插拔式 GIS 终端、整体预制终端、绝缘接头及

中间接头、分支接头和插入式对接中间接头，而东昊电力产品结构相对单一，两

者产品结构显著不同，且无法从其公开信息查询到可比类别产品的具体营业收入

情况。 

上述 9 家公司 2016 年平均营业收入为 120,995.8399 万元，2015 年平均营业

收入为 107,967.5087 万元，两年累计平均营业收入之和为 228,963.3486 万元。 

综上所述，东昊电力两年累计营业收入低于上述企业同期平均水平，但东昊

电力与上述公司在产品种类和结构方面存在显著区别。 

b.新三板挂牌公司对标分析 

以细分行业“电线、电缆、光缆及电工器材制造”（C383）为基础对标： 

根据 Wind 数据库显示，截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属于“电线、电缆、光

缆及电工器材制造”（C383）新三板挂牌企业共 79 家。经查询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公司网站，各公司主营业务及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证券代码 公司简称 主营业务 

1 832858.OC 中信科技 
公司主要从事铜包铝复合导体、高纯度铝制品等研发、

制造和销售。 

2 870373.OC 中船线缆 
公司是一家集电线电缆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为一体的专

业化生产企业，主要产品为船用电缆与海工电缆。 

3 831313.OC 中超新材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高分子聚合物电缆专用料的

研发、生产与销售。 

4 830922.OC 裕荣光电 公司主要提供光传感系统、云计算数据中心、光通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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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特殊领域应用的光纤光缆产品；光集成配套产品以

及光电系统集成解决方案。 

5 839692.OC 友方电工 从事各类电磁线的研发、制造、加工和销售。 

6 831669.OC 永晟科技 

公司主营业务为电子电器用线、机械设备电缆、电梯设

备电缆等线缆产品的研发、加工、生产和销售，并提供

配套解决方案。 

7 430151.OC 亿鑫通 

公司立足于电线电缆制造行业，致力于通讯类电线电缆、

电子线、特种电线电缆等 3大系列 1000多种产品的设计、

研发、制造与销售。 

8 838598.OC 阳东电瓷 

公司主要从事高压、超高压瓷绝缘子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主要产品为不同电压等级和拉力等级的瓷绝缘子，

其中包括盘形悬式瓷绝缘子、长棒形悬式瓷绝缘子、线

路柱式瓷绝缘子、高压电站电器棒形支柱瓷绝缘子、超

特高压电站电器棒形支柱瓷绝缘子 

9 830988.OC 兴和股份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电力新型节能导电材料的研发、制造、

销售和服务。 

10 838433.OC 
星辰股份 

 
公司主营业务为漆包线和汽车电线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11 831892.OC 新玻电力 
公司主营业务为交、直流盘形悬式瓷（玻璃）复合绝缘

子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12 839153.OC 希尔孚 

电接触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主要产品包括银碳化

钨电触头、银石墨碳纤维触点及熔渗类银碳化钨电触头

（工作面无银层）等产品。 

13 833255.OC 西部股份 
公司为致力于电线电缆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

业。 

14 839993.OC 武汉科锐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配电设备核心元器件——电

缆附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主营产品包括10-35kV 

电压等级电力电缆预制式电缆附件、冷缩式电缆附件、

环氧绝缘件。 

15 831893.OC 五谷股份 从事漆包线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16 838783.OC 威鹏电缆 
公司主要从事布电线、电力电缆、控制电缆、架空绝缘

电缆，以及铝合金系列电线电缆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17 870378.OC 统力电工 

公司自成立以来专注于绕组线相关行业，主营业务为各

类绕组线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公司主要产

品包括换位导线、组合导线、纸包线、漆包线等各类绕

组线产品。 

18 836767.OC 天杰实业 

公司主营业务为各种同轴电缆及相关配套产品的研发、

制造及销售，主营业务未发生改变。公司成立至今一直

专注于信息网络传输领域，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应用于电

视（有线电视、卫星电视）、楼宇智能化系统、安全平

安工程、设备控制连接和固定网络等各种标准的信号传

输系统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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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833224.OC 唐北电瓷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瓷绝缘子和复合绝缘子的研发、设计、

生产及销售。 

20 839181.OC 思柏科技 
公司主要从事通信用光电缆、光器件、通信设备的生产、

研发及销售。 

21 833940.OC 蜀塔实业 
公司主要从事布电线、电力电缆、控制电缆、架空绝缘

电缆，以及铝合金系列电线电缆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22 870437.OC 首量科技 
公司主营业务为石英光纤、晶体材料、特种玻璃的研发、

生产及销售 

23 837481.OC 上海方德 

公司主要从事电联保护产品的研发、创新和生产制造，

提供完整的机械设备、电气设备、工程安装的全方位以

及系统的电联保护方案。主要产品有保护软管及接头、

电缆接头及线槽三大类，塑料软管、金属软管、电缆接

头、线槽、编织套管、密封环六小类。 

24 832901.OC 山东孔圣 

公司专业从事电线电缆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自

设立以来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目前公司主要产品包括

架空绝缘电缆、架空绞线、挤包绝缘电力电缆、塑料绝

缘控制电缆等。 

25 832634.OC 赛特电工 
公司主营业务为漆包圆线、漆包绞股圆线等电磁线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 

26 831201.OC 润华股份 

公司专业从事电力电缆、电气装备用电线电缆的研发、

生产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的主要产

品有电力电缆、控制电缆、计算机控制电缆、补偿电缆、

信号及通讯电缆等。 

27 836297.OC 瑞普电气 公司主要从事电线电缆、漆包线、电磁线的生产与销售。 

28 834682.OC 球冠电缆 公司是从事电线电缆研发、生产、销售的专业企业。 

29 835135.OC 启光智造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电线、电缆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技

术服务。公司目前主要提供的产品有：裸铜线、单绝缘

电线、绝缘护套电缆、绝缘护套屏蔽或铠装电缆和氧化

还原装置。 

30 836209.OC 启超电缆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从事电线电缆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31 430714.OC 奇才股份 

公司专注于电子设备低压高速信号连接线的研发、生产、

销售和服务，产品主要应用于汽车影音系统、计算机及

周边、家电、机械设备电子系统等电子设备的数据传输、

信号控制领域。 

32 870382.OC 浦漕科技 公司主要从事电线电缆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 

33 839135.OC 南帆科技 

公司主要是以灯头灯座、插座、手电筒等为主要产品，

从事电工配件、照明设备及附件的设计开发、生产和销

售的公司。 

34 831584.OC 雷博司 
公司的主要业务是研发、制造和销售 12-550kV 中压、

高压绝缘件产品及提供电网改造服务。 

35 831537.OC 莱恩股份 
公司所处的细分行业为绝缘制品制造业，具体指电气绝

缘子、电机或电气设备用的绝缘零件,以及带有绝缘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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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属制电导管及接头的制造。目前主营产品分为输电

线路棒形悬式复合绝缘子、横担复合绝缘子、线路针式

复合绝缘子、变电站支柱复合绝缘子和铁路复合绝缘子

等。 

36 831328.OC 科耐特 
主要从事 110kV 及以下中低压电力电缆附件、电缆施工

机具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37 834248.OC 科佳新材 
公司主营高分子聚合物功能色母粒、电缆专用料的研发、

生产与销售。 

38 836225.OC 康利亚 

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专业化轨道车辆电线电缆于

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从事动车组、普通客运火车

及城轨、地铁等轨道车辆专用电线电缆的研发、生产与

销售。 

39 839580.OC 康博科技 
公司主营业务是研发、生产和销售复合绝缘子所用的芯

棒。 

40 835943.OC 凯华股份 

公司系一家专业从事插头电源线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的家电配线组件供应商，主要产品包括 PVC 电

源线、橡胶电源线、电线插头等。 

41 836718.OC 永锦电气 

公司主要从事电力电缆附件、电力安全工具及电线电缆

研发、制造和销售，聚焦智能电网、220kV 及以下电力

电缆附件及智能电缆附件领域，公司产品主要为 220kV 

及以下电缆附件、电线电缆及安全工具，并可为客户提

供输电系统整体解决方案。 

42 830818.OC 巨峰股份 

公司主要从事云母制品、绝缘漆、复合材料、线圈等绝

缘材料及绝缘系统以及金属线缆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云母制品、绝缘漆、复合材料、绝缘

加工件、电磁线。 

43 430447.OC 广信科技 主营业务为制造变压器绝缘纸板和纸质绝缘成型件。 

44 830994.OC 金友智能 

主要从事光伏电缆及其他电缆的生产、销售和研发，太

阳能产品配件、机电产品、电力设备销售、从事货物进

出口业务。 

45 835878.OC 经纬电力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金具和复合绝缘子的研发、生产及销

售。 

46 831692.OC 杰科股份 

公司主营业务是生产和销售阻燃聚烯烃类和聚氯乙烯护

套（管材）料、TPU 电缆料、低烟无卤阻燃料、辐照交

联阻燃电缆料。 

47 830880.OC 火凤凰 

公司专业从事特种线缆的研发、制造、销售，专注于汽

车传感器用线缆（特别是防抱死刹车系统传感器用线缆、

曲轴位置传感器及爆震传感器用线缆等）、消费电子（笔

记本电脑、手机）内部连接线等领域。 

48 831844.OC 会友线缆 公司主营业务为电线电缆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49 871766.OC 兢强科技 主要从事电磁线的加工业务 

50 833931.OC 华通股份 公司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电线电缆产品的研发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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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有圆线同心绞架空导线、架空绝缘电缆、电力

电缆、控制电缆及其他特种电缆等系列产品。 

51 870487.OC 环威股份 公司专业从事电线电缆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 

52 430442.OC 华昊电器 主要生产和销售各种耐高温阻燃绝缘特种电线电缆。 

53 831872.OC 宏微科技 

公司主要从事新型功率半导体芯片、分立器件和模块的

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并为客户提供功率半导体器

件及系统的解决方案。 

54 834604.OC 浩源新材 

公司是专业化碳纤维复合材料供应商，致力于碳纤维复

合芯导线、其他碳纤维复合材料和专业电力设备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业务。 

55 838128.OC 汉信光电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各类光缆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行业

分类上属于光纤、光缆制造行业，公司现阶段的主要产

品为各种不同类型光缆。 

56 837842.OC 汉科股份 

公司是一家消费电子解决方案的原始设计商和产品制造

商，为客户提供 OEM/ODM 服务，主要从事手机数据连

接线、高清连接线、高清影音信号传输设备、充电器、

移动电源、智能家居等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57 834978.OC 光大科技 
公司自成立以来，主要从事各种射频同轴电缆及相关配

套产品的研发、制造及销售。 

58 838177.OC 广川股份 
公司主营业务为传统铜包铝线、新型铜包铝线等复合金

属线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59 836970.OC 威腾股份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母线系列产品的研发、制造及销售。 

60 832010.OC 亘古电缆 
公司是集电线电缆的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专业化

制造企业。 

61 831563.OC 高盛股份 

公司主要从事 1kv 集束电缆系列、1kv 和 10kv 架空绝缘

电缆系列、电力用金具与电缆附件系列，电缆及变电所

用(模块化)封堵材料系列、配电网用开关设备及配电自动

化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62 838480.OC 凤凰电气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复合绝缘子、均压环、绝

缘护罩和复合氧化锌避雷器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业务。 

63 832298.OC 菲缆股份 

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从事电线、电缆的生产和销售。 公司

产品主要是电力电缆、电气装备用电缆或者叫控制电缆、

以及架空导线。 

64 836988.OC 都美股份 

公司是一家集科研、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高新技

术企业，主要从事电缆产品相关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形

成了有线电视电缆、通信电缆、消费类数字电缆等系列

产品。 

65 837295.OC 讯道股份 
主要从事电线、电缆的生产及销售；电器开关、插座、

视频监控器材的销售。 

66 870404.OC 巨力电缆 公司主要从事电线电缆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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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831571.OC 大洋股份 聚氨酯漆包线及其漆包绞合线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68 870808.OC 沈阳电缆 

公司是融电线电缆的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专业化

制造企业。成立至今，已形成了包括中低压电力电缆与

电线、船用电缆、矿用电缆、核级电缆的产品线。 

69 834639.OC 晨光电缆 

公司主营业务为各种电线电缆的研发、生产、销售及其

服务。主导产品为电力电缆和电气装备用电线电缆，主

要包括 500kV 及以下电力电缆，其中中高压电力电缆

为公司业务发展重点。 

70 430406.OC 奥美格 

公司主营业务为电梯设备、机械设备、新能源电动汽车

传导类产品组合的研发、生产、销售，并提供配套解决

方案。 

71 871004.OC 安正新材 
安正新材主要从事电线电缆用高分子绝缘材料的研发、

生产与销售。 

72 832292.OC 曙光电缆 
公司主营业务为生产和销售电力电缆、电气装备电缆以

及特种电缆等电缆产品。 

73 871431.OC 宏基环电 
公司主要从事新能源汽车用常温线缆、航空航天用高温

导线和环控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74 871483.OC 奥林特 公司主营业务为电梯设备电缆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75 871701.OC 联创电缆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通信电缆、通信光缆及其他电缆产品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76 871778.OC 宝特股份 
公司主营业务为电子电器用线、机械设备电缆等线缆产

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并提供配套解决方案。 

77 871852.OC 速达新材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金属塑料复合带的生产、研发和销售。 

78 871944.OC 兴发科技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同轴电缆、网络线、铜包钢的生产和

销售。 

79 872199.OC 宇洪科技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同轴电缆、网络线、铜包钢的生产和

销售。 

经查看上述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年度报告等公开文件，上述公司中，仅有

科耐特、高盛股份、永锦电气、武汉科锐从事电缆附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其中，科耐特主要从事 110kV 及以下中低压电力电缆附件、电缆施工机具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科耐特的主要产品如下表所示： 

序号 产品分类 产品名称 

1 66-110kv电缆附件 

瓷套式充油式户外终端；复合套管充油式户外终端；；刚性

干式插拔式户外终端；柔性干式户外终端；插拔干式 GIS 终

端；整体预制硅橡胶绝缘件直通/绝缘接头组装式任意截面对

接型直通/绝缘接头；环氧绝缘 Y 型干式插拔式分支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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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35kV 

电缆附件 

冷缩户内/户外终端、中间接头；热缩户内/户外终端、中间接

头；防爆壳；光电复合电缆附件；风电专用冷缩中间接头 

3 
电缆附件-接地保

护系列 
三相直接接地箱/接地保护箱；交叉互联箱；护层保护器 

4 施工工具 电缆施工工具 

通过与东昊电力的主要产品进行分析，科耐特与东昊电力的产品不存在相似

性。 

高盛股份主要从事 1kv 集束电缆系列、1kv 和 10kv 架空绝缘电缆系列、电

力用金具与电缆附件系列，电缆及变电所用(模块化)封堵材料系列、配电网用开

关设备及配电自动化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东昊电力从事高压超高压电缆附

件的研发、制造与销售，两公司所生产产品电压等级及种类均不同，产品结构显

著不同。 

永锦电气主要从事电力电缆附件、电力安全工具及电线电缆研发、制造和销

售，聚焦智能电网、220kV 及以下电力电缆附件及智能电缆附件领域，公司产品

主要为 220kV 及以下电缆附件、电线电缆及安全工具，其中，电缆附件产品包

括 10kV 三芯户外终端、10kV 预制式三芯户外终端、10kV 热缩三芯户外终端、

20kV 冷缩三芯户外终端、35kV 冷缩三芯户外终端、110kVGIS 终端、110kV 瓷

套式终端、110kV 复合套管式终端Ⅱ型、110kV 绝缘中间接头、110kV 整体预

制式终端、可分离式电缆连接器（欧式、插拔式前接及后接头）、可分离式电缆

连接器（美式、T 型及肘型接头）、欧式电缆分接箱。通过对比分析，永锦电气

产品分类“110kV绝缘中间接头”中的部分产品与东昊电力产品相类似，经查询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网站，项目组未获取永锦电气关于该类相类似产品类别

的具体营业收入，故无法进行对标分析。 

武汉科锐主营产品包括 10-35kV 电压等级电力电缆预制式电缆附件、冷缩式

电缆附件、环氧绝缘件，与东昊电力的产品不存在相似性。 

上述 4 家公司 2015 年平均营业收入为 15,582.0956 万元，2016 年平均营业

收入为 13,323.8203 万元，两年累计平均营业收入之和为 28,905.915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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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东昊电力两年累计营业收入低于上述企业同期平均水平，但东昊

电力与上述公司在产品种类和结构方面存在显著区别。 

②以细分行业“绝缘制品制造”（C3833）为基础对标 

属于细分行业“绝缘制品制造”（C3833）的新三板挂牌公司有 14 家，分别为：

广信科技、巨峰股份、中超新材、莱恩股份、雷博司、新玻电力、唐北电瓷、科

佳新材、经纬电力、凤凰电气、阳东电瓷、康博科技、武汉科锐、安正新材。根

据本节“1、以细分行业“电线、电缆、光缆及电工器材制造”（C383）为基础对标”

的分析，该 14 家公司近 2016 年平均营业收入为 18,678.8566 万元，2015 年平均营业

收入为 19,239.0791 万元，两年平均营业收入之和为 37,917.9356 万元。 

综上所述，东昊电力两年累计营业收入低于上述企业同期平均水平，但东昊

电力与上述公司在产品种类和结构方面存在显著区别。 

c.区域股权市场证监会行业分类“电气部件与设备”对标分析 

根据 Wind 数据库显示，属于“电气部件与设备”行业公司为 1641 家，披露

财务数据的公司中，未发现主营业务为电缆附件的生产、销售的公司。故，无法

获取公开市场数据。 

综上所述，虽然公司所属大类行业及细分行业上市公司、新三板公挂牌公司

两年累计营业收入平均数据高于公司，但是目前公司产品及收入结构与对标公司

比较存在局限性，由于公司所属行业大类产品结构较为复杂，在产品类别、性质、

用途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且上市公司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分类代码：C38）、

新三板挂牌公司电线、电缆、光缆及电工器材制造行业（分类代码：C383）及

绝缘制品制造行业（分类代码 3833）、区域股权市场电气部件与设备行业，只

反映了行业大类中部分企业的收入情况，难以真实反映公司目前业务的行业平均

水平。 

d.数据来源说明 

上市公司、新三板挂牌公司、区域股权市场数据均来源于 Wind 数据库，上

市公司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信息来源于巨潮资讯网等公开信息平台、新三板挂牌

公司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信息均来源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网站，数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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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及查看日期均为 2017 年 11 月 30 日。 

②行业协会数据 

根据宁波市电线电缆商会出具的说明文件，基于该会掌握的量化数据，并结

合东昊电力所处细分行业的特殊性以及公司主要产品的特性，与东昊电力属于相

同细分行业的相关数据如下： 

行业 
数据来

源 

市 场

类别 

2015 年 2016 年 
两年平均

之和（万

元） 

行业平均营

业收入（万

元） 

样 本 数

（个） 

行业平均营

业收入（万

元） 

样本数

（个） 

电 缆 附 件

行业收入 

宁波市

电线电

缆商会 

行 业

内 企

业 

1905 5 2190.75 6 4095.75 

根据上表，电缆附件行业 2015 年平均营业收入为 1905 万元，2016 年平均

营业收入为 2190.75 万元，两年累计平均之和为 4095.75 万元。东昊电力最近两

年高压、超高压电缆附件营业收入之和为 6,955.02 万元，公司的收入规模明显高

于同行业近两年平均收入水平。 

根据上述分析，项目组认为公司收入规模高于细分行业平均水平，公司具有

持续经营能力且不存在负面清单限制情形，符合挂牌条件。 

（3）非科技创新类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连续亏损，但最近两年营业收入连

续增长，且年均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50%的除外； 

东昊电力 2017 年 1-6 月、2016 年、2015 年净利润分别为 2,194,328.32 元、

482,422.13 元、4,273,882.09 元，不存在最近两年及一期连续亏损情形，不适用

该条负面清单。 

（4）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营业务中存在国家淘汰落后及过剩产能类产

业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相关工作的通

知》（工信厅产业函〔2015〕900号），涉及行业包括炼铁、炼钢、焦炭、铁合

金、电石、电解铝、铜冶炼、铅冶炼、锌冶炼、水泥（熟料及磨机）、平板玻璃、

造纸、酒精、味精、柠檬酸、制革、印染、化纤、铅蓄电池、稀土（氧化物）等

20个行业。公司主营业务为高压、超高压电缆附件的研发、制造与销售，不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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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负面清单中“国家淘汰落后及过剩产能类产业”的范围。 

2、东昊电力国有控股或国有参股情形核查 

公司前身为宁波东昊电缆附件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9 月 9 日，

由两名自然人共同设立。2016 年 7 月 8 日通过整体变更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项目小组核查并经公司声明，公司自成立以来，出资份额或股份中均不涉及

国有控股或国有参股情形。 

3、东昊电力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核

查 

参照《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财会[2006]3 号）

对关联方的界定，公司的关联方主要包括： 

（1）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 

名称 与公司的关系 

张璟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 

董昀 实际控制人、董事、董事会秘书 

（2）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公司 

名称 与公司的关系 备注 

宁波市江东新广利贸易商行 
实际控制人之一董昀控制的企业，出资比

例为 60% 

于 2017 年 2 月 9

日注销 

宁波昊德股权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股东；董昀控制的企业，担任执行事

务合伙人，出资比例为 23% 

-- 

宁波东昊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的（有限合伙） 

张璟、董昀共同控制的企业，其中张璟出

资比例为 60%，董昀出资比例为 40% 

-- 

宁波市鄞州丽梵健身服务有

限公司 
董昀控制的企业，出资比例为 100% 

-- 

宁波祺奥电缆附件有限公司 
张璟、董昀共同控制的企业，其中张璟出

资比例为 90%，董昀出资比例为 10% 

于 2016年 5月13

日注销 

宁波市鄞州嘉凯电气制造有

限公司 
张璟参股的企业，出资比例为 45% 

于 2016年 5月13

日注销 

宁波市江东东海电缆附件厂 
董昀之父董俊广控制的企业，出资比例为

100% 

于 2016年 4月21

日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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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存在控股关系的关联自然人 

公司其他关联自然人主要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

员，包括配偶、父母、年满 18 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

的父母、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父母。 

（4）本公司能够对其实施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企业 

苏州六维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根据项目小组核查，东昊电力申报期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

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关联方 拆入金额 拆出金额 

2017 年 1-6 月   

2016 年度   

张璟 262,531.60  

2015 年度   

张璟  262,531.60 

注：拆入金额系关联方偿还公司资金。 

截至本报告期末，关联方对公司的资金占用均已清理完毕。 

4、东昊电力涉军企事业单位情形核查 

根据项目小组核查并经公司声明，公司不属于涉军企事业单位。 

5、东昊电力涉失信被执行人情形核查 

经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

息查询系统、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用中国、信

用宁波、信用苏州等，并取得公司、全资子公司以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身份证明，取得上述主体出具的

声明承诺以及征信报告，公司、全资子公司以及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近两年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 

综上所述，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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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申报报表审计基准日至申请挂牌文件受理时不存在被

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 

经核查，项目小组认为，申请挂牌公司东昊电力不存在负面清单中规定的情

形、不涉及国有控股或国有参股情形、不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不属于涉军企事

业单位、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挂牌条件。 

三、内核程序及内核意见 

（一）内核程序 

国融证券推荐股票挂牌项目内核小组（以下简称“内核小组”）对东昊电力

拟申请股份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申请文件进行了认真审阅，于 2017 年 10

月 24 日召开了内核会议。参加会议的内核成员为尹学亭、李谷健、雷梁、陈晓

娜、王雄、张方、墨岳飞共 7 人，其中雷梁为注册会计师、陈晓娜为法律专家、

王雄为行业专家，孙晓为内核专员。上述内核成员不存在近三年内有违法、违规

记录的情形；不存在担任项目小组成员的情形；不存在本人及其配偶直接或间接

持有申请挂牌公司股份或在该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处任职以及其他可

能影响其公正履行职责的情形。 

（二）内核意见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推荐业务规定（试行）》对内核

审核的要求，经参会内核成员讨论，对东昊电力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出具如

下审核意见： 

一、我公司内核小组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尽职调查工

作指引（试行）》的要求，对项目小组制作的《尽职调查报告》进行了审阅，并

对尽职调查工作底稿进行了抽查核实。认为项目小组已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主办券商尽职调查工作指引（试行）》的要求对公司进行了实地考察、

资料核查、测试计算、访谈咨询等工作；项目小组中的注册会计师、律师、行业

分析师已就尽职调查中涉及的财务事项、法律事项、经营事项发表了专业意见。

项目小组已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尽职调查工作指引（试

行）》的要求进行了尽职调查。 

 二、公司参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行）》、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申请文件内容与格式指引（试行）》及《全国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推荐报告 

1-5-20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试行）》的格式要求，

制作了《宁波东昊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公司挂牌前拟披露

的信息符合信息披露的要求。 

三、公司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治理

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公司股权明晰，其股份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国

融证券担任推荐东昊电力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持续督导的主办券商。

公司各项均符合挂牌条件。  

四、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申请文件内容与格式指引（试行）》

的要求，公司已按上述要求制作了《主办券商推荐挂牌内部核查表》。内核小组

对申请文件的齐备性、内核工作、公开转让说明书、尽职调查工作等方面都进行

了详细的核查，各项均符合相关条件。 

五、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申请文件内容与格式指引（试行）》

的要求，公司已按上述要求制作了《主办券商对申请挂牌公司风险评估表》。内

核小组对公司的风险事项进行了评估，认为公司各项风险可控，运作良好。  

六、经核查，目前公司股东 9 名，其中 8 名为境内自然人股东，其余 1 名为

非自然人股东。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

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上述 1 名非自然人股

东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范畴，不需要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及其股东均不需要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

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

等相关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综上所述，东昊电力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规定的挂牌条件，内核会议就是否推荐东昊电力进入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

股票进行了表决，赞成票数达到三分之二以上且指定注册会计师、律师和行业专

家均为赞成票。 

四、推荐意见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高压、超高压电缆附件的研发、制造和销售。根据中国证

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所处行业属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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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之“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分类代码：C38）。根据《国民经济行业

分类代码表》（GB-T4754-2011），公司所处行业为“制造业”（行业代码：C）

中“电线、电缆、光缆及电工器材制造”（分类代码：C383）下属行业“绝缘

制品制造”（行业代码 3833）。根据《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引》，公司

所处行业为“电线、电缆、光缆及电工器材制造”（分类代码：C383）之“绝

缘制品制造”（分类代码 3833）。 

（1）按投资类型分类：东昊电力本次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拟采用协议转让的方式。 

（2）按经营状况分类：自有限公司成立之日起存续已满 2 年；公司自成立

之初立足于电缆附件行业，从事高压、超高压电缆附件的研发、制造和销售。经

营规模在报告期内保持了稳步增长，毛利率保持在较高水平，具有持续经营的能

力，在可预见的将来，公司通过新技术的研发、市场的进一步拓展以及完善治理、

优化管理等方式，公司的业务将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根据《业务规则》的要求，主办券商项目小组依据《尽职调查指引》对宁波

东昊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尽职调查，内核小组依据《业务规则》和《内

核规则》进行了内部审核，召开了内核会议。经主办券商内核会议通过，认为宁

波东昊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符合《业务规则》所规定的挂牌条件，推荐其股票

申请进入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五、提请投资者注意事项 

（一）市场需求波动风险 

公司生产的高压、超高压电缆附件产品的市场需求与下游电力企业、电网公

司的固定资产投资、产能扩张情况密切相关，而下游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产能

与国家产业政策、宏观经济波动密切相关。如果未来国家经济政策及相关产业政

策做出较大调整或者宏观经济出现较大波动，下游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将受

到影响。如果未来电力企业和电网公司减少设备采购，公司可能面临订单减少和

收入下降的风险。 

为应对市场需求波动风险，公司坚持市场开拓和新产品开发，利用已有品牌

和质量优势，拓宽应用领域，提升企业自身的规模运营效应。同时，公司将进一

步优化发展布局，并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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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场竞争风险 

在中低压电缆附件领域，我国生产厂家众多，行业集中度较低，市场竞争激

烈。在高压、超高压电缆附件领域，受益于跨省区互联电网建设等产业政策的推

动，高压、超高压电缆附件的市场需求将逐步增大，这将会吸引潜在的生产厂商

积极进入，参与高压、超高压电缆附件领域的竞争，导致市场竞争加剧。 

为应对市场竞争风险，公司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持续投入研发，丰富产品品

种及型号，进一步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三）客户集中度较高风险 

公司的产品销售主要为直销模式，公司与多家电缆附件厂商建立了长期稳定

的合作关系，采用点对点的配套销售，这种模式能够为公司带来稳定的客户合作

关系，但也会导致客户集中度较高。2017 年 1-6 月、2016 年度、2015 年度公司

营业收入中对前五大客户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14,257,286.11 元、25,977,459.48 元、

16,988,321.68 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65.20%、57.95%、68.71%。如

未来因个别客户需求变化，而公司又不能开拓新的客户资源，公司将面临收入下

降的风险。 

为应对客户集中度较高的风险，一方面公司持续与现有客户加强合作，不断

提高服务质量，确保客户与公司保持长期稳定合作关系；另一方面，公司不断通

过产品质量和品牌形象提升等多种途径，积极开拓新的客户、优化公司客户结构。 

（四）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原材料主要为金属原材料铜材、锡锌条、锡铅条以及玻璃钢等，上述原

材料的价格受国内外经济波动、宏观经济政策、供需情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如

果原材料市场供应态势发生较大变化，价格发生较大波动，则会对公司的正常经

营造成影响。 

为应对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原材料价格的市场动向，进一

步完善成本管理与控制制度，同时及时调整公司产品的售价。 

（五）应收账款回收风险 

截至2017年6月30日，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为23,871,803.08元，账面价值为

23,430,568.26元，余额占公司总资产的比例为45.04%，占净资产的比例为8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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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客户大部分为长期客户且信誉状况良好，应收账款余额大部分在6个月以内，

发生的坏账的可能性较小。但如因公司客户经营状况、现金流恶化或其他原因不

能及时偿付公司款项或发生坏账，将对公司的经营、现金流产生不利影响。 

为应对应收账款无法回收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客户的信用状况，加强对应

收账款的催收、回款管理。 

（六）商誉减值的风险 

公司以2015年12月31日为购买日，合并苏州六维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企业合并》相关规定确认商誉4,485,435.26元。通过本次收购，公司

可以扩大自身的销售渠道和业务规模，更好的发挥公司在高压、超高压电缆附件

产品领域的市场竞争力。但未来，若六维电力在经营过程中不能较好地实现收益，

公司收购六维电力所形成的商誉则将存在较高的减值风险，从而影响公司当期的

经营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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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推荐宁波东昊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的推荐报告》之签章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