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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12                               证券简称：南洋股份                        公告编号：2016-012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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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51026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8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南洋股份 股票代码 00221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曾理 黄丹旎 

办公地址 汕头市珠津工业区珠津二街 1 号 汕头市珠津工业区珠津二街 1 号 

传真 0754-86332188 0754-86332188 

电话 0754-86332188 0754-86332188 

电子信箱 zl1949@21cn.com dnmeme@qq.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本报告期，公司继续贯彻利用品牌、服务、技术优势，做强高压电缆，做优特种电缆；利用集约化、

规模化优势做大中压电缆；不断巩固华南市场，持续开拓并占领北方市场，最终形成“南北呼应”的市场

格局的发展战略目标； 

报告期内，公司认真执行年度经营计划，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1）公司于2015年9月成立了广州南洋新能源公司，以该公司为主体，开发、投资相关新能源项目、

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智能电网等。南洋新能源公司于2016年2月与专业投资机构广州怡珀新能源产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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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参与投资了怡珀新能源产业投资基金，重点投资于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相关领域；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已参与投资建设充电桩项目4个，主要为综合商业体停车场的充电桩建设；目前，公

司对于充电桩设施的相关产品的研发、认证、生产工作在稳步推进，将有助于进一步推进公司在新能源领

域的市场推广和营销。 

（2）公司生产的电动汽车充电电缆于2015年9月获得德国莱茵认证，有利于公司对电动汽车充电电缆

产品的推广及销售，有利于进一步开拓国内及海外市场，提升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及竞争力。 

（3）公司500kV超高压交联电力电缆通过了预鉴定试验，该产品填补了华南地区500kV超高压交联电

力电缆的空白，可替代进口产品，有利于500kV超高压交联电力电缆进入国家电网及南方电网等超高压电

缆市场，并将出口到欧美及澳洲等国家，开辟新的市场空间，进一步提升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4）公司于2015年重点通过品牌效应和市场知名度主要针对轨道交通重点客户加大开拓力度，也取

得了重要的进展，2016年初公司分别中标了长沙轨道交通项目和广州地铁项目。通过不断中标高铁及地铁

项目，公司的品牌效应和市场知名度不断提升。 

（5）公司充分利用地域、技术、资金、营销等方面的优势，进行重点布局，使销售传统市场优势地

位稳固，2015年，公司在南方电网公司重大采购项目中仍然保持良好的业绩，截止报告期末，公司签订南

网合同且公告的金额达5.1亿元。 

公司现主要产品有500kV、220kV、110kV、35kV及以下交联电力电缆、低压电线电缆及特种电缆等。

公司将持续发挥品牌、服务优势，加大重点客户开拓力度；继续丰富渠道体系，适时采用多种销售模式；

持续优化、扩充销售团队，不断加强营销团队的建设；规范管理，加强内控，持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 年 

营业收入 2,281,490,505.63 2,258,893,261.25 1.00% 1,832,623,314.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380,508.80 51,790,534.24 8.86% 49,848,432.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470,947.28 38,774,712.40 -26.57% 32,030,758.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8,363,794.56 -28,384,983.16 763.60% 208,190,648.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0 10.00% 0.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0 10.00% 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8% 3.00% 0.18% 2.93%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3,155,616,621.48 3,008,969,209.93 4.87% 2,898,480,180.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98,252,009.45 1,750,452,741.83 2.73% 1,706,743,10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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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61,889,775.66 563,803,226.77 622,372,967.97 733,424,535.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656,945.50 18,634,369.36 13,024,891.61 15,064,302.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199,359.42 16,214,903.73 10,369,083.60 -5,312,399.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387,089.74 -115,851,444.03 123,424,712.07 135,403,436.7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四、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5,77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3,112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郑钟南 境内自然人 54.63% 278,746,347 209,059,760 质押 86,000,000 

长安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信托·民

生天下 1号 2期

（长安投资 427

号）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1.51% 7,679,771 0   

长安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信托·民

生天下 1号 3期

（长安投资 448

号）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0.74% 3,781,575 0   

中海基金－浦

发银行－中海

天下 1 号三期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60% 3,039,124 0   

中海基金－浦

发银行－中海

中山八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48% 2,442,551 0   

岑天业 境内自然人 0.45% 2,281,800 0   

长安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32% 1,615,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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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信托·民

生天下 1号 1期

（长安投资 426

号）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

划 

中海基金－浦

发银行－中海

天下 1 号二期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27% 1,354,000 0   

中海基金－浦

发银行－中海

天下 1 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24% 1,242,111 0   

解艳芳 境内自然人 0.23% 1,197,1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郑钟南先生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上述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年，公司一直贯彻“以市场为导向、以质量为生命”的企业宗旨，坚持“立足华南、辐射全国”的发

展战略，已经形成“南北呼应”的战略发展格局。公司通过不断努力，在报告期内，克服了国内外经济大

环境复杂多变的影响，实现营业收入228,149.05万元，同比增长1 %；利润总额7,366.08万元，同比增长

12.1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5,638.05万元，同比增长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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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电力电缆 1,830,664,185.29 275,804,241.09 15.07% 17.07% 42.94% 2.73% 

电气装备用电线

电缆 
406,500,775.86 60,924,378.94 14.99% -37.56% -21.67% 3.04% 

其他 44,325,544.48 4,368,459.95 9.86% 1.39% -36.02% -5.76%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是√ 否  

按业务年度口径汇总的主营业务数据 

□ 适用 √ 不适用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2015年2月13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同意

设立控股子公司广东南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6亿元人民币，负责汕头生产基地的全面生产经

营。该公司于2015年3月17日取得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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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5年8月2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设立

全资子公司广州南洋新能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亿元人民币，拟以该公司为主体，开发、投资相关新能

源项目、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智能电网等。该公司于2015年9月29日取得营业执照。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5、对 2016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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