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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9 月 24 日 15 时 00 分至 17 时
在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平台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与投
资者交流
财务总监刘建军 董事会秘书王正庄
投资者交流如下：
1、笑的恬淡问董秘王正庄：不知道贵公司是否会双主业发展（电缆
和氢能源），如通威股份以前只是生产饲料的，后来投资光伏，给
该公司带来巨大的收益。
答：根据公司和行业发展，我们会考虑的！感谢您的建议！
2、多问财务总监刘建军：公司经营良好，但是股价平平，最大的原
因是公司持股占比过大，66％以上。

答：影响股票价格的因素有很多，股票价格不仅取决于公司的经营
状况，同时还会受到利率、汇率、宏观经济和国家有关策等因素的
影响，并与投资者的心理预期、二级市场的供求关系等因素息息相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要内容
关，因此股票价格与公司价值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谢谢！
介绍
3、能有多久问财务总监刘建军：,公司制造的绝缘电缆的绝缘材料
能不能公司自己制造以减少成本支出
答：您好！公司部分绝缘材料为自已制造。感谢您的建议和关注。
4、昨夜细雨问董秘王正庄：贵公司参股的恒劲动力是否准备在科创
板上市？
答：目前暂未考虑，谢谢！
5、经年莫到问财务总监刘建军：你好，麻烦请问贵公司三季报何时
预披露？
答：您好！如达到相关要求，公司会及时披露，请您关注公司公告。
谢谢！

6、客宿他乡问财务总监刘建军：公司对未来的业绩稳步高速推进发
展在哪方面？
答:您好！国家加强电网投资、双碳目标将为公司所在线缆行业和氢
能行业提供较好的外部环境，公司将在战略管理、人力资本管理、
研发、财务、信息化等内部经营管理方面努力提升，不断进化！谢
谢！
7、杯子易碎:国家高压超高压电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目前有哪些重
大研究成功？有哪些已经转产投放市场？
答：主要有乙丙橡胶绝缘软电缆、双层共挤绝缘辐照交联无卤低烟
阻燃电线电缆、矿物绝缘电缆、挤出型耐火电缆等项目产品的研发
和产业化。谢谢！

8、吴爱人问董秘王正庄：公司以后是否会侧重氢燃料电池领域的发
展？对其前景如何看待？
答：您好！公司会继续关注和论证。目前，上海恒劲动力是国内最
早的氢燃料电池研发和生产企业之一，拥有成熟的氢燃料电池发电、
车动力、储能技术，在通信备电、电力备电、电动自行车动力、叉
车动力和大客车动力等都有应用，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氢
能技术。在国家双碳目标的引领下，未来我国能源提供、输送和消
费的方式将产生深刻变革，扶持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将让氢能迎来
更好的发展时机。谢谢！
9、安冉无恙问财务总监刘建军：贵司如何看待氢能行业的发展潜力。
目前国家政策对氢能多有扶持，但是可看见的上市公司公告氢能的
业绩体量都比较小，不知公司未来对氢能的规划和目标是否成为氢
能行业领军企业，也体现出恒劲动力科技公司的技术储备
答：您好！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但目前
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以化石能源为主，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
生态环境方面面临巨大压力和挑战，氢能巨大的发展潜力为解决中
国能源发展问题提供了新的可能。上海恒劲动力是国内最早的氢燃
料电池研发和生产企业之一，公司拥有成熟的氢燃料电池发电、车
动力、储能技术，在通信备电、电力备电、电动自行车动力、叉车
动力和大客车动力等都有应用，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氢能
技术。在国家双碳目标的引领下，未来我国能源提供、输送和消费
的方式将产生深刻变革，扶持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将让氢能迎来更
好的发展时机。谢谢！
10、溺在柔情：在“碳达峰、碳中和”的国家战略一下，公司对未
来行业的发展有何看法？
答：您好！公司积极关注和研究国家战略和行业发展，双碳目标为
国家未来能源供给、输送和消费方式的升级都将带来积极、深远的

影响，风电、光伏产品在未来的能源结构中将占有更大的份额，为
公司所在线缆行业带来更好的发展时机。谢谢！
11、猫贪余温：《中国制造 2025》提出全面推行绿色制造，构建绿
色制造体系，公司在此方面是如何准备的？
答：通过加强技术创新，大幅降低能耗、物耗和水耗，不断提高绿
色低碳能源使用比率等，谢谢！
12、青布幔问财务总监刘建军：请问贵司 5G 专用电缆有多少市场占
有率，另外公司有没有兴趣进军光伏领域，谢谢！
答：公司 5G 电缆占比很小，公司能生产光伏电缆，谢谢！
13、爱情剧终问财务总监刘建军：公司有没有响应限电限产的号召？
未来会吗？
答：您好！经落实，公司各生产基地不同程度的响应了限电限产号
召，同时，通过错峰生产等方式进行了产能补充。未来将根据外部
要求和产能形势灵活安排。谢谢！
14、笑我太天真问董秘王正庄：王总你好，公司的氢能源产品主要
的潜在客户是哪些？
答：公司氢能产品未来主要在备用电源领域应用。谢谢！
15、自歌人生问董秘王正庄：贵公司与东方电缆公司是竞争关系吗？
技术孰优孰劣？
答：您好！东方电缆也是国内海缆产品生产的重点企业，受益于国
内海上风电场大规模的投资建设，保持了较好的业绩增长。更多信
息请查阅其公司年报或公告。谢谢！
16、153****0522 问财务总监刘建军：请问公司对永福股份的投资，
会产生多少收益？
答：请关注公司定期报告，谢谢！
17、退避问财务总监刘建军：看到中标大唐海上风电项目后，投资
的汉缆，特高压，氢能源，储能相关概念板块都有至少 20%的涨幅，
可汉缆什么原因股价表现平平？
答：影响股票价格的因素有很多，股票价格不仅取决于公司的经营
状况，同时还会受到利率、汇率、宏观经济和国家有关策等因素的
影响，并与投资者的心理预期、二级市场的供求关系等因素息息相
关，因此股票价格与公司价值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谢谢！
19、一腔善意问财务总监刘建军：请问咱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哪里。
答：请关注公司定期报告，谢谢！
20、述怀与我问财务总监刘建军：贵司有几家具备“专精特新”特
征的子公司
答：公司子公司青岛同和汉缆有限公司属于专精特新小巨人，公司

子公司青岛华电高压电气有限公司属于专精特新企业！谢谢
21、梵以姑娘问财务总监刘建军：贵公司在行业内是头部公司吗
答：公司作为我国电线电缆制造的龙头企业之一，以质量和服务为
基础，稳健发展电缆产业；加强科技创新，增强核心技术竞争力。
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国家高压超高压电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和 博 士 后 科 研工 作 站 。 在行 业 率 先 通过 ISO9001 、 ISO14001 、
OHSAS18001 三大体系认证，并获中国电能认证和国际知名的 KEMA、
DNV、UL 等认证。产品档次和综合效益位居国内行业领先水平。在
行业内享有很高的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目前为国内城市电网唯一
提供 500kV 及以下电缆及附件、敷设安装、竣工试验成套服务全套
解决方案和交钥匙工程的大型制造服务商。谢谢！
22、望雁归问董秘王正庄：上海准备大力发展燃料电池，请问贵公
司参股的恒劲动力是否在此计划中？
答：上海恒劲会积极参加的，谢谢！
23、小镇女孩：请问公司生产的电缆是否能应用于风力发电，目前
有哪些中标项目吗？未来在风电领域是否有拓展计划？
答：公司的海底电缆适用于海上风电项目，如明阳阳江沙扒 300MW
科研示范项目、大唐汕头南澳勒门 I 海上风电场项目等，我们通过
即墨海缆公司产能增加来获得国家更多订单，为国家建设多做贡献！
谢谢！
24、心血来潮：请问公司中标的大唐汕头南澳勒门 I 海上风电场项
目目前项目进展如何？预计什么时间完工？
答：您好！经了解，该项目的海缆产品已经部分生产完毕，正在组
织装运，预计年底前完工。谢谢！
25、待我胡须及腰问财务总监刘建军：你好：请介绍下公司的海缆
经营状况，谢谢！
答：您好！公司是国内较早进行海缆产品研发和生产的重点企业，
海缆产品一直订单充足，为国内外较多的重点、示范性海上风电场
建设工程提供了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公司目前正在对即墨女岛海缆
生产基地进行投资建设。谢谢！
26、风掣红旗问财务总监刘建军：请问公司为什么没有机构调研，
最新的研报都是 2017 年
答：公司对所有投资者的态度都是开放的，欢迎更多人的关注和参
与，谢谢！
27、初衷模样问董秘王正庄：贵公司今年的海底电缆的订单如何？
海缆的产量是否能满足订单需求？预计今年特种电缆产量和营收会
翻倍吗？
答：您好！公司是国内较早进行海缆产品研发和生产的重点企业，
海缆产品一直订单充足，为国内外较多的重点、示范性海上风电场
建设工程提供了优质的产品和服务。特种电缆产品涉及的品种较多，
对于全年情况暂时无法准确提供数据。谢谢！
28、人面心问财务总监刘建军：从投资永福股份看可见贵公司的投
资能力很强，为何不体现在自家公司？
答：我们会加强的，谢谢您的建议！

29、湘竹泪迹：请问目前公司高压超高压电缆占国家电网市场份是
多少？
答：2021 年上半年高压超高压电缆在国网、南网集中招标中标排名
第一，谢谢！
30、183****9130：截至目前，公司全年的中标金额较去年是增多了，
还是减少了？
答：您好！公司 2020 年报和 2021 半年报中，对于截止报告期末已
签署合同但未履行完成的订单金额数据进行了披露，请结合公司销
售收入和以上数据综合判断。感谢您的关注和提问！
31、佛难渡我问财务总监刘建军：贵公司的基本面这么好，为什么
鲜有机构投资者介入
答：公司已经得到一些机构投资者和长期投资者的支持与关注。未
来公司在做好业务的同时，及时通过互动易、官网、微信公众号等
多种形式，加强市场互动交流，共同见证认知的成长。谢谢！
32、松花酿酒问财务总监刘建军：请问贵司如何看待汉缆在特高压
变电输送及风电海缆的行业地位 因为公司的股价表现长期以来都
不突出，在行业板块里都偏中下游水平，貌似与公司的现状不符合
答：您好！公司是行业内比较认可的高压、超高压和特高压领军企
业，具有行业唯一的超高压电缆工程研发中心，国内电网建设的重
点示范工程及国产替代项目的供货业绩众多，同时，公司是国内较
早进行海缆产品研发和生产的重点企业，已为国内外较多的重点、
示范性海上风电场建设工程提供了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公司近两年
业绩增长明显，但股价表现受多方面因素综合影响，公司将继续以
为社会和股东创造价值为初心，努力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经营业绩。
谢谢您的关注和提问！
33、暗夜昙花：能否介绍一下公司目前在技术方面的有哪些研发？
答：2021 上半年按照计划开展研发项目 12 项，主要开展情况：完
成了平滑铝护套电缆研发，通过型式试验，取得了型式报告，开展
了载流量对比试验、弯曲试验、粘结试验、透水试验等开发性试验
项目研究；高压电缆屏蔽腐蚀修复项目已经完成项目设计和项目研
发，具备电缆腐蚀层修复能力，并申请发明专利及实用新型专利各
1 项；重点产品，进行深水动态缆项目的研发，力学分析；高压电
缆料扩产项目已经完成工艺流程、设备布局、选型及询价等前期准
备工作；高压三元乙丙胶电缆附件项目完成初步设计；在国产高压
料推广方面，依托南方电网公司重点科技项目“高压交流电缆料国
产化研究”，围绕 220kV 交流电缆用可交联聚乙烯绝缘料国产化开
展技术攻关，由南方电网、汉缆股份、深圳供电公司联合研发的，
220kV XLPE 绝缘料已顺利通过产品的委托试验及电缆型式试验，预
鉴定试验已于 2021 年 4 月开始试验；产品将在东莞 220kV 四黎-冠
和工程挂网运行；目前我公司在积极配合国家电网进行电缆料推广，
已成为创新联盟高端电缆料成员单位，已参与该项技术准备工作。
成果方面，上半年共申请专利 9 件，其中发明专利 2 件，实用新型
专利 7 件，发表论文 1 篇，参与国家标准制定 4 项。为提高测试的

准确性和公正性，实验室按照 ISO/IEC17025：2017《检测和校准实
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运行，并已获得 CNAS 认可证书。谢谢！
34、轻挽纱问财务总监刘建军：请问贵公司公布的业绩还不错，同
板块的票业绩不理想的都涨了，为什么汉缆确不涨反跌呢
答：影响股票价格的因素有很多，股票价格不仅取决于公司的经营
状况，同时还会受到利率、汇率、宏观经济和国家有关策等因素的
影响，并与投资者的心理预期、二级市场的供求关系等因素息息相
关，因此股票价格与公司价值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谢谢！
35、晚晴问财务总监刘建军：有没有员工持股计划
答：目前暂未有员工持股计划，谢谢！
36、森屿微央问董秘王正庄：贵公司的前三季度业绩预告何时出？
答：如达到相关披露要求，我们会及时披露的，谢谢！
37、绿脊问财务总监刘建军：国家重启特高压的建设，市场份额达
2 万亿，请问公司如何参与？
答：您好！公司一直是国内特高压电缆重点龙头企业，公司在科学、
充分的产业研究和行业分析的基础上，近两年来在高压、超高压陆
缆和海缆领域进行了较多的项目研发和产能建设，如收购法国耐克
森国内高压产能、建设即墨女岛高压海缆生产基地、下属子公司华
电高压在智能电网领域进行布局等，凭借公司在特高压领域大量优
秀的供货业绩和能力，公司将为国家特高压电网建设继续贡献力量。
感谢您的提问和关注！
38、老树根问董秘王正庄；如何增加机构投资者对贵公司的关注？
答：公司将稳步推进各项业务发展，努力提高经营业绩水平，不断
提升公司内在价值，提高信息披露质量，通过年度利润分配等吸引
投资者，谢谢！
39、力气耗尽问财务总监刘建军：请问：今年海上风电建设火爆，
汉缆的海缆订单情况怎样，有中标吗？
答：您好！公司是国内较早进行海缆产品研发和生产的重点企业，
海缆产品一直订单充足，为国内外较多的重点、示范性海上风电场
建设工程提供了优质的产品和服务。谢谢！
40、弦索床头问财务总监刘建军：公司财务状况如何？投资的永福
股份是否出售完毕？
答：公司财务状况请关注公司定期报告，公司持有的永福股份的股
票还在出售中，谢谢！
41、悠我心问财务总监刘建军：公司有无重组或收购计划
答：您好！如有，公司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留意公司公告。
谢谢！
42、拥抱背影问财务总监刘建军：截至目前，总中标金额相较去年
是个什么趋势，是上升还是下降？
答：您好！公司 2020 年报和 2021 半年报中，对于截止报告期末已
签署合同但未履行完成的订单金额数据进行了披露，请结合公司销
售收入和以上数据综合判断。感谢您的关注和提问！

43、执想问董秘王正庄：请问公司是否有市值管理
答：公司将稳步推进各项业务发展，努力提高经营业绩水平，不断
提升公司内在价值，回报各位股东的支持。谢谢！
44、闹情绪：目前公司产品在境外销售情况如何？未来将如何扩大
境外市场份额？
答：您好！公司上半年实现产品直接出口 1.16 亿元，相比上年同期
实现了较大幅度增长。公司将继续进行国外市场和客户研究，针对
重点区域和典型项目制定营销方案，同时，进一步加强外销队伍专
业性，提高境外市场份额。谢谢！
45、情感偏执狂问董秘王正庄：汉缆股份氢能源有订单吗？什么时
候投产
答：目前正在试制生产中，谢谢！
46、183****9130：前段时间董秘说，贵司的营业收入大部分来源于
中标，请问中标的金额约占年度营业收入的多少？
答：估计在 80%以上，谢谢！
47、酒暖花深问财务总监刘建军：你好 ，汉缆股份的氢能源有生产
了没？下半年有订单没
答：正在试制生产，谢谢！
48、真心怕火炼问董秘王正庄：请问氢能源项目何时投产
答：目前正在试制生产中，谢谢！
49、天灾人祸问董秘王正庄：公司近几年有无减持计划
答：目前暂无减持计划，谢谢！
50、遗憾折磨问财务总监刘建军：贵司专精特新子公司有没有上市
计划？
答：目前，暂未有，谢谢！
51、遥远而清澈问董秘王正庄：公司上市十年了，业绩稳中有升，
可是股价还低于发行价，是否有针对股价的策略，回报选择汉缆的
投资者。
答：公司将稳步推进各项业务发展，努力提高经营业绩水平，不断
提升公司内在价值，回报各位股东的支持。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52、回忆变丑：铜价一直上涨，公司有库存吗？如没有库存对公司
现有订单利润会打折扣吗？
答：您好！公司对国内电力建设重点项目主要采取订单拉动式生产，
客户定制产品较多，在合同签订同时进行套期保值操作，仅对部分
通用产品进行备库。随着公司产能增加和铜价上涨，公司半年报期
末库总额存较年初有所增加。另外，公司近两年不断加强存货治理，
存货结构有所优化，公司有充足的现金储备和存货管理经验，保证
公司存货管理的科学性。谢谢！
53、少了温柔问财务总监刘建军：前几天董秘回复说，贵公司的营
业收入大部分来源于中标。请问，中标的收入大约能占全年收入的
多少呢？
答：估计在 80%以上，谢谢！

54、画眉间问财务总监刘建军：昨天公司发布公告说中标 46 个亿,
今天公司股价就大跌狂跌,请问董秘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答：没那么高的中标额。影响股票价格的因素有很多，股票价格不
仅取决于公司的经营状况，同时还会受到利率、汇率、宏观经济和
国家有关策等因素的影响，并与投资者的心理预期、二级市场的供
求关系等因素息息相关，因此股票价格与公司价值之间没有必然的
联系。我们将做好本职工作，做大做强公司主营业务，为股东带来
丰厚回报。谢谢！
55、心：请问公司目前有无分拆上市计划？
答：目前暂未有分拆上市计划，谢谢！
56、白墨初念起灵：未来五年国家电网将投资超过 2 万亿元，推进
电网转型升级，作为特高压企业，公司在此方面有何布局？
答：您好！公司一直是国内特高压电缆重点龙头企业，公司在科学、
充分的产业研究和行业分析的基础上，近两年来在高压、超高压陆
缆和海缆领域进行了较多的项目研发和产能建设，如收购法国耐克
森国内高压产能、建设即墨女岛高压海缆生产基地、下属子公司华
电高压在智能电网领域进行布局等，为国家电网建设和升级等进行
了充分的论证、研发和产能准备。感谢您的关注和提问。
57、画屏香：请问公司符合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条件吗？有计划申
报吗？
答：公司子公司青岛同和汉缆有限公司属于专精特新小巨人，公司
子公司青岛华电高压电气有限公司属于专精特新企业！谢谢
58、万人阵：请问恒劲动力目前经营情况如何？预计什么时间可以
取得经济效益？
答：上海恒劲动力是国内最早的氢燃料电池研发和生产企业之一，
公司拥有成熟的氢燃料电池发电、车动力、储能技术，在通信备电、
电力备电、电动自行车动力、叉车动力和大客车动力等都有应用，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氢能技术，目前生产经营正常，上海
恒劲动力 2020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金额为 1,509.93
万元，非经常性损益金额为 1,171.59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金额为 338.34 万元。谢谢！
59、情感归零：请详细介绍一下，目前公司在氢能产业方面有何布
局？
答：公司目前投资氢能产业（1）成立了青岛汉河氢能装备科技有限
公司，进行通信、电力、医院、数据中心等氢能备用电源和氢能热
电联供等产品的研发和市场推广，同时生产销售 100w～120kw 各种
功率电堆。已具建成了 3.5 万平的生产车间，将根据市场推广情况，
分期逐步的进行产线建设。目前这正在进行研制生产中（2）成立了
青岛杜科新材料有限公司，进行关键零部件模压双极板的研发和市
场推广。谢谢您的建议！
60、柳锁清秋：公司是如何应对部分工程原材料等价格上升的？
答：您好！公司对铜、铝主要原材料采取套期保值的方式规避较大
工程项目的材料大幅变动的不利影响。此外，公司采取增加战略储

备、积极发展优质供方队伍、细化经营和成本考核、提高销售价格
等方式积极应对。感谢您的关注！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1 年 9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