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北方：上市首年利润强劲增长58%�未来成长动力充足

4月 15日， 国内领先的金融 IT综合

服务提供商京北方（002987.SZ）向资本

市场递交上市以来的首张成绩单，面对新

冠疫情，2020年公司业绩表现依然抢眼。

2020 年全年，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2.93 亿元，同比增长 35.90%；实现净利

润 2.76亿元，同比增长 58.03%；营收和净

利润双双实现大幅增长， 且净利润增幅

大于营收增幅；拟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发现金红利 2元（含税），以公积金转增

股本 4股。 同时，公司还发布了 2021年

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预计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62 万元 -5,323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01%-120%。

“坚持专注、专业、专家，不忘初

心，不断做减法，是京北方快速发展的

利器。 ” 在业绩说明会上，董事长兼总

经理费振勇向投资者分享道。此次业绩

说明会，公司董秘刘颖、财务总监徐静

波等高管齐出席，针对投资者关注的公

司未来增长动力、发展规划、竞争优势、

研发及产品云化进展、合同周期及续签

率等问题一一给予回应。

优质客户叠加创新驱动，

公司业绩大幅提升

据悉， 京北方主要向以银行为主的

金融机构提供信息技术服务和业务流程

外包服务。 2020年度，从业务构成来看，

信息技术服务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12.37

亿元，占营业收入比重为 53.96%，同比增

长 54.34%， 成为公司业绩增长的重要推

动力；业务流程外包业务增长相对稳健，

实现收入 10.55亿元，同比增长 19.20%。

从未来的业务发展方向上来说，费

振勇董事长表示：“信息技术服务业务

是公司未来发展的重点，在公司营收中

占比也呈现逐年提升态势。 ”

在客户拓展方面，2020 年京北方正

在合作的法人客户达 253 家，其中新增

法人客户 70 家。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与

股份制银行业务的持续稳定增长是公

司发展的基石，2020 年京北方来自国有

大型商业银行的收入占公司总收入的

65.07%，来自股份制银行的收入占公司

总收入的 15.05%。

在巩固和扩大核心客户市场份额

的前提下， 公司积极拓展中小银行、非

银行金融机构、非金融客户，新领域客

户拓展将成为公司未来业绩增长的重

要动力。2020 年新增法人客户也主要集

中在该领域， 其中新增中小银行客户

48 家、新增非金融客户 10 家、新增非银

行金融机构 12 家。

公司业绩的迅猛增长背后是坚持

多年的科技创新，2017 年至 2020 年，公

司研发投入在营收中的占比分别为

5%、6.39%、7.34%及 8.41%，呈现逐年提

升态势。 2020 年数据显示，京北方研发

投入金额为 1.93 亿元， 同比增长

55.66%， 也延续了近年来同比连续超

50%的增速。

公司研发投入的重点集中于区块

链、人工智能、5G 应用、云计算、大数据

等技术在金融业的应用落地，公司优势

软件产品已经完成了金融行业主流国

产化体系的适配工作。新一代云计算平

台、云测试管理平台等研发项目融合了

先进的分布式、微服务、AI 智能化等技

术，可以为客户提供全新的服务体验。

截至 2020 年底， 公司累计获得专

利授权 20 项，软件著作权 118 项。 技术

和产品布局日趋完善，规模优势也得到

增强， 进一步稳固了公司在金融 IT 领

域的市场地位。

通常在同一年度， 银行业务量总体

呈现先低后高的变化趋势， 公司业务量

往往也因此呈现第一季度少、 第四季度

多的变化特征。 结合行业整体持续增长

态势及公司一季报数据来看， 后续各季

度业绩大概率高于 2021年一季度，全年

增长可期。在谈到公司成长时，费振勇董

事长信心满满，“流水不争，争的是滔滔

不绝，公司将用实际业绩诠释一切。 ”

盈利能力强劲，利润率有

望持续提升

从盈利能力来看，2020 年信息技术

服务业务的毛利率在 35%左右，业务流程

外包业务毛利率接近 20%。由于信息技术

服务业务发展较快，带动整体盈利能力提

升，公司综合毛利率达到了 27.95%，比上

年提高了 1个百分点。再加上积极推行精

细化管理，严控成本费用，期间费用不断

降低。这使得公司经营业务的整体盈利水

平有了大幅提升，报告期内扣非后净利润

达到 2.58亿元，同比增长了 52.77%。

翻阅公开资料，近年来，公司利润

率也呈现持续提升趋势，2017 年至

2020 年， 公司净利率分别为 4.79%、

6.36%、10.36%及 12.04%，毛利率分别为

19.92%、22.31%、26.87%及 27.95%，表现

非常优异。

面对投资者提出的利润率提升是

否具有可持续性的疑问，“能看到未来

公司利润率持续向好的趋势，” 费振勇

董事长表示，“一方面， 京北方加大研

发及技术投入， 专注于发展毛利高、附

加值高的信息技术服务业务， 另一方

面，公司进一步优化管理，内部数字化

管理优势凸显，且随着规模的扩大规模

优势凸显。 ”

积极拥抱金融科技发展机

遇，未来发展路径清晰

京北方成立以来，一直将银行为主

的金融机构作为主要服务对象。在发展

机遇方面，金融科技已经成为众多银行

的战略发展重点，2020 年中国银行业数

字化转型步伐逐渐加快， 银行业 IT 基

础架构分布式转型明显加速，各大银行

纷纷加大金融科技投入。

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 2021 年 3 月

2 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0

年，银行机构和保险机构信息科技资金

总投入分别为 2078 亿元和 351 亿元，

同比增长 20％和 27%。

数据显示，2020 年国有六大行信息

科技投入合计 969.79 亿元， 同比增长

35.3%，远高于行业 20%的平均增速；且

从全行业来看，国有六大行信息科技投

入占到银行总投入的 46.67%，是银行业

信息科技改革的先驱者和带头人。且考

虑到国有六大行的信息科技投入占本

行收入的平均比重为 2.86%， 与国际约

4.3%的投入占比相差较大，未来提升空

间至少一倍。

业内分析人士指出， 从京北方的客

户结构来看， 国有六大行是公司的重点

及优势服务客户， 作为该领域的国内龙

头企业， 京北方将最先也最大受益于国

内银行业信息科技资金预算的持续提

升，且未来 3至 5年这种提升趋势不减。

关于未来的发展，公司表示，将通

过内生式持续高速增长和外延式扩张

相结合的方式继续做大做强。 一方面，

在产品规划上，公司将持续加大研发投

入及产品云化，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

智能、区块链、5G 应用等领域加大研发

投入，并推出更多的软件产品与解决方

案，解决方案产品化，产品上云。

另一方面， 深化与核心客户的合作

范围，用优势产品和服务拓展新客户，在

新一轮银行业 IT 投资热潮中抢占更多

的市场份额， 并积极拓展泛金融领域和

非金融领域客户，开拓新的业绩增长点。

董事长费振勇郑重强调，增长的动

力很重要，企业为客户创造价值，是一

切生存的基础；为股东提供回报，是管

理者必须遵循的主旨。公司将继续秉承

“资本聚集人才，人才驱动技术，技术

驱动创新，创新驱动发展” 的总体发展

战略，持续服务企业价值链。 （CIS）

伟明环保：2020年营收同增53.25%�垃圾焚烧龙头遇“碳中和”风口

4月 16 日晚， 伟明环保（603568.

SH） 披露 2020 年年度报告。 报告期

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1.23 亿，同比

增长 53.25%； 实现归母净利润 12.57

亿，同比增长 29.03%；扣非归母净利润

12.25 亿，同比增长 28.73%；基本每股

收益 1.00 元，同比增长 25.00%。 期末

总 资 产 104.73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51.34%；净资产 54.89 亿元，同比增长

30.20%；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 9.52 亿，

同比增长 9.75%。

公司拟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05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 3.81 亿

元（含税），分红比例 30.28%。

全国垃圾焚烧龙头

连续多年业绩高增长

伟明环保业绩连续多年保持稳健

增长， 公司总营收从 2011 年的 2.78 亿

到 2020 年的 31.23 亿，年均复合增长率

达 30.84%，同时净利润年均复合增速达

37.88%，长期成长价值凸显。

资料显示， 伟明环保系我国规模

最大的垃圾焚烧处理企业之一。 公司

深耕垃圾焚烧行业二十余载， 主业涵

盖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全产业链，

主要产品包括电力销售、 垃圾处置服

务、垃圾处理设备销售及服务等。 2020

年公司四大业务板块： 垃圾焚烧项目

运营、餐厨垃圾处置、EPC 和设备销售

与服务、 生活垃圾清运分别实现营收

13.05 亿元、0.51 亿元、16.89 亿元、0.66

亿元， 同比增速分别为 4.40%、1.56%、

144.83% 、92.76% ， 平均毛利率达到

53.93%。

2020 年伟明环保完成生活垃圾入

库量 519.17 万吨， 同比增长 2.35%；完

成上网电量 15.90 亿度， 同比增长

3.65%； 完成处理餐厨垃圾 19.15 万吨，

处理污泥 5.89 万吨；公司对外处理渗滤

液 11.26 万吨，同比增长 41.46%；完成

生活垃圾清运量 100.58 万吨，同比增长

82.67%，餐厨垃圾清运量 18.10 万吨，同

比增长 3.67%。

各大重点项目进展上，公司樟树项

目、临海项目二期投入正式运营，龙泉

项目、奉新项目分别于 7 月和 9 月实现

并网发电， 玉环项目二期于 12 月投入

试运行。 截至 2020 年底公司垃圾焚烧

正式运营项目 21 个，试运行项目 3 个，

设计日处理规模约 1.76 万吨。

永康餐厨项目投入正式运营，玉

环、嘉善、江山、龙泉、武义等餐厨项目

投入试运行。 报告期内， 公司完成磐

安、卢龙、宁都、安远、罗甸等项目签

约，完成收购浦城项目，新增签约生活

垃圾处理规模为 4500 吨 / 日，目前在

手垃圾焚烧产能突破 3.7 万吨 / 日。同

时， 公司还取得浦城餐厨污泥处理项

目、平阳餐厨处理项目、东阳餐厨收运

处理项目、 双鸭山餐厨处理项目和武

平餐厨处理项目， 在手餐厨垃圾处理

项目产能突破 2000 吨 / 日。 公司还新

增一系列设备销售和服务、 渗滤液处

理和垃圾清运等项目， 年初制定的经

营计划基本完成。

2020 年，伟明环保在内部管理上同

样做足文章，公司成立固废、工程装备

两大事业部， 完成公司 ERP 管理系统

选型，启动实施公司管理信息化建设项

目。 同时公司获得多项专利认证，研发

制造的低压动力柜、配电箱、低压抽出

式开关柜等四项产品获得国家强制性

产品认证证书，拥有的浙江省伟明环保

垃圾焚烧处理设备研究院被认定为省

级企业研究院。

固废行业换代更新在即

“双碳” 目标为行业加码

自去年起，“碳中和” 、“碳达峰”

便上升到国家战略方向层面，成为我国

今后 40�年工作的重心之一。 2020 年 9

月，在第七十五次联合国大会上，我国

提出力争在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同年 12� 月，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做好碳达峰、碳中

和工作” 定为 2021� 年八大重点任务之

一。 2021 年 3 月，政府发布的《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明确提出要锚定努力争取 2060�年前实

现碳中和，并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

施。 我国计划“十四五” 期间降低碳排

放强度 18%， 到 2030�年碳排放强度相

对于 2005 年下降 65%。

我国当前固体废弃物的处理主要

有填埋、焚烧和堆肥等。其中，堆肥处理

综合效益较低，该技术路线已被我国逐

渐淘汰；卫生填埋方式则拥有较高土地

成本，且有环境污染的隐患；垃圾焚烧

无论是从经济效益还是从环保层面上

来说，都更具优越性。

同时， 相较于其他的处理方式，垃

圾焚烧发电契合国家部委提出的“减量

化、资源化、无害化” 的目标，也更符合

当前碳达峰、 碳中和的政策方向。 首

先， 垃圾焚烧发电过程虽然也会产生

二氧化碳， 但焚烧生物质能产生的碳

排放量要大大少于化石燃料；其次，相

对于垃圾填埋方式， 垃圾焚烧几乎不

排放甲烷。

据测算，以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

垃圾处理方式厌氧填埋为基准，焚烧发

电碳减排比例高达 71%，即相比厌氧填

埋 方 式 仅 排 放 29% 的 温 室 气 体 。

2012-2019�年，我国生活垃圾焚烧无害

化处理比例持续增加，2019 年焚烧无害

化处理比例达 50.29%， 较 2012 年提升

近 30 个百分点， 生活垃圾填埋和堆肥

等方式的比重持续下降。

从产能端来看， 伟明环保 2019 年

垃圾焚烧处理量为 507.26 万吨，全国市

占率 4.17%左右，处于行业头部梯队。公

司在浙江省内市占率较高，2019 年浙

江省垃圾焚烧处理量 413.10 万吨，占

到全省的 36.95%。对伟明环保而言，今

后将有双重利好： 一是随着垃圾焚烧

行业驶入“碳中和” 风口，公司有望充

分受益行业增长红利； 二是当行业市

场化程度提高后， 龙头公司将形成较

高的竞争壁垒，技术实力、资金实力和

运营能力较好的企业拿单能力更为突

出， 市场集中度提高的逻辑下公司业

绩弹性较高。

此外， 随着我国碳交易市场的逐

步健全，垃圾焚烧企业也可从中获益。

2013 年起，我国陆续在深圳、上海、北

京等 8� 省市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截

至 2020 年底 ，8 省市合计成交额达

15.22 亿元， 年复合增长率约为 71%，

交易均价在 20-40 元 / 吨之间。 分析

指出，在当前“双碳“大基调下，碳交

易进入全国实施阶段后， 预计政府会

逐渐收紧企业免费碳排放配额， 未来

碳价或将随着碳排放额度的收紧而持

续增长。 垃圾焚烧企业由于相比煤电

碳排放更低， 或能通过碳交易获得新

的盈利来源。

2021年大批项目落地

计划年垃圾处理量700万吨

在年报中，伟明环保同步披露了今

后的经营计划。2021 年公司总体工作要

求是持续做好项目精细化运营管理、全

力推进各项目建成投运， 推动固废、工

程装备事业部独立运作能力提升，积极

拓展市场，做大做强餐厨垃圾、水处理

和智慧环卫业务，开发新交易、新业务

机会，推动公司业务持续增长。

2021 年作为伟明环保项目建成投

运的大年，届时文成项目、婺源项目、宁

晋项目、东阳项目、安福项目、永丰项

目、蒙阴项目、磐安项目、双鸭山项目、

嘉禾项目、浦城项目等十余个项目将实

现并网发电， 大大增厚公司业绩弹性。

公司还将同步推进秦皇岛项目、武平项

目、 澄江项目和宁都项目等各项目建

设， 争取尽可能多的项目实现并网发

电，同时推进东阳、平阳和双鸭山等餐

厨项目的建设和逐步转运营。

具体经营指标上， 公司计划 2021

年各运营电厂计划完成垃圾入库量 700

万吨，同比增长约 30%；完成上网电量

21 亿度。 切实做好各电厂的稳定运营，

做好各项目与餐厨、厨余、污泥、工业垃

圾及农林废弃物的协同处理工作。

公司表示，将紧抓我国环保行业快

速发展的契机，持续以环保处理项目的

投资、建设和运营服务为核心，致力于

打造环境保护基础设施综合体，解决废

弃物处置问题，为社会提供全方位优质

的环保服务， 努力发展成为国际先进、

国内领先的综合性环保服务商。

（CIS）

通达股份:2020年净利润同比增长30.05%�“碳中和”下迎历史机遇

４

月

１５

日晚， 通达股份（

００２５６０．

ＳＺ

）公布

２０２０

年年度报告。 报告期内，

公司营业收入

１９．２８

亿， 同比增长

８．０９％

；实现归母净利润

１．２５

亿，同比

增长

３０．０５％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２７

元，同

比增长

２２．７３％

。

财务方面， 公司经营持续提质增

效，报告期内三项费用率大幅降低。 具

体来看， 管理费用率微降

０．０８

个百分

点至

２．００％

；销售费用率大幅减少

２．４２

个百分点至

０．８６％

，该费用率的大幅减

少主要系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原记入

销售费用的运费、国际贸易费调整记入

营业成本所致； 财务费用率同比减少

０．９８

个百分点至

０．９８％

，主要系公司贷

款利息减少所致。

深耕电缆行业三十年

“碳中和”下迎历史机遇

通达股份从事的主要业务包括电线

电缆生产、 销售以及航空零部件加工两

大板块。 公司前身“通达电缆”自成立以

来，便一直专业从事电线电缆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迄今已逾三十载。 期间，通达

股份曾研发出全国最高水平的特高压钢

芯铝绞线等线缆， 近年来又研发出了用

于高铁、城轨的承力索、接触线以及多型

特种电缆， 产品目前不仅配套国内特高

压线路，还广泛出口于南美洲的秘鲁、哥

伦比亚，亚洲的泰国、印尼、巴基斯坦以及

欧洲的德国等国。

２０２０

年， 公司电线电缆业务稳中

向好， 录得营收

１７．８１

亿， 同比增长

７．３４％

。 分产品来看，主力产品钢芯铝

绞线系列收入金额

６．３９

亿， 同比增长

１４．７９％

； 铝合金绞线等系列产品收入

金额

３．２０

亿，同比增长

１２．１７％

；铝绞

线、布电线等产品线拓展迅速，收入金

额

１．１０

亿，同比增长

８１．３８％

。 分地区

来看，华中、华北地区贡献主要业务增

量，分别录得

５．９４

亿和

２．３５

亿营收，同

比增长

６４．６７％

、

７７．３３％

。

作为国内主要的钢芯铝绞线生产

企业之一， 通达股份的规模化优势凸

显。 公司产品包括铝包钢系列绞线、铝

合金系列绞线、 铜合金绞线、 接触线

（铜合金接触网导线、铜合金接触网承

力索）等，产品矩阵丰富，应用覆盖面

广。 另一方面，生产规模的扩大相应带

动了采购规模的扩大，有效地降低了产

品采购成本和制造成本。虽然电线电缆

行业成本对铝锭等原材料价格的变化

敏感，但公司与主要供应商签订了长期

供货合同并采取了严格的期货套保措

施，因此能够保证原材料质量和成本的

稳定性。

从客户群体来看，由于公司产品主

要用于国家主干电网建设，因此核心客

户多为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公司等大型

央企及其关联企业。另外公司也在铁道

工程交易中心、北京市建设工程发包承

包交易中心多次中标，产品已经广泛应

用于中国电气化铁路工程中，中国铁路

总公司亦成为公司的重要客户。这类大

型央企具备经济实力强、 商业信誉好、

回款及时的特点， 同时对供应商的资

质、规模和重大项目业务经验等要求较

高，因此产生的客户粘性也较高，通达

股份产品的长期需求量有保障。

站在行业角度，近年来，由于我国

电网建设加快和特高压工程相继投入

建设， 电线电缆行业需求稳步增长，近

１５

年行业年均增长率达

１５％

以上。 今

年的“两会”中我国提出“扎实做好碳达

峰、碳中和各项工作，优化产业结构和

能源结构”，并明确能源行业在

２０２１

年

及“十四五”时期的重点工作是保证清

洁、低碳、安全、高效等要求，另外还要

在电力装备、通信设备、高铁核电、新能

源等领域加快锻造一批长板技术。

通达股份作为我国电力能源产业

链上的主要供应商之一，其优势产品钢

芯铝绞线是我国三峡工程、“西电东送”

及特高压建设中主要采用的导线品种；

公司生产的铜承力索和接触网、特种电

缆广泛应用于各类电气化铁路（包括高

速铁路、普通铁路）以及地铁等城市轨

道交通项目中。 随着 “碳中和”、“新基

建”等政策的提出和推行，公司迎来重

大历史发展机遇。

航空零部件制造同比大

增112.39%,挺进航空业

智能制造新时代

２０１６

年，通达股份以

２．９

亿元现金

收购成都航飞，切入飞机零部件、工艺

装备以及医疗器械零部件生产等领

域。 彼时双方签订的对赌协议为成都

航 飞 航 空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

年 承 诺 业 绩

２０００

万、

２６００

万、

３３８０

万元， 成都航

飞每年均超额完成业绩对赌， 彰显经

营实力。

对赌之后，成都航飞继续保持高速

成长。

２０２０

年成都航飞医疗军工板块

业务实现营收

１．１１

亿， 同比大增

１１２．３９％

，贡献通达股份主要业绩增量；

并实现净利润

４３２３．２６

万，对上市公司

净利润贡献率约为

４５．８４％

。

据悉，成都航飞专注于飞机结构零

部件精密加工服务，采用“来料加工”的

商业模式，因此毛利率和净利率水平较

高。期间成都航飞主要配套的客户包括

中航成飞和中航贵飞，军方订单占比较

高，包括我国现阶段正在加速列装的战

斗机和教练机等，所用材料均为特殊型

号，故产品也有专用性、定制化等特点。

同时， 成都航飞拥有全球最先进

的德国

ＤＳＴ

智能化航空零部件柔性

加工生产线， 并借此重点开展航空零

部件基地建设和新都区航飞航空结构

件研发项目建设。 资料显示，两大项

目预计分别于

２０２３

年和

２０２２

年完

工，建成后，将从根本上改变当前国

内传统飞机零部件加工模式，实现数

字化、无人化、集约化、效能化的智能

高效生产。

目前在业内， 成都航飞具备技术水

平高、研发周期短、工艺路径优化、设备先

进等整体优势， 尤其在大型复杂结构件

工艺研发上拥有较强优势。 凭借航空零

部件的高精尖技术， 公司还在报告期内

增设医疗事业部，开拓医疗零部件业务。

“十四五” 继续

“立足主业，深耕军工”

通达股份表示， 未来将继续推进

“立足主业，深耕军工”的既定战略。 电

缆方面，随着“新基建”的推进，公司将

在巩固行业地位的同时，加大轨道交通

等电缆产品的研发、生产，拓展国内外

大型总包企业客户及其他民品市场。

军工方面，公司会继续推进全资子

公司成都航飞“航空零部件制造基地建

设项目”、“新都区航飞航空结构件研发

项目”的建设，将成都航飞打造为智能

化、数字化的工厂，进一步提升公司盈

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夯实长期发展基

础。另外公司还将继续寻找军工领域优

质标的，并通过并购、参股等多种方式

加强合作，积极将通达股份打造成优质

的军民融合平台。

成本控制和质量控制方面， 公司则

拟利用阶梯电价错峰生产， 降低生产成

本；全面梳理整个生产、采购流程，优化资

金结构减少管理和财务费用； 强化期货

套期保值工作，重设整个套期保值流程，

强化进、销、存数据的真实有效，对冲原材

料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 (C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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