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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71                             证券简称：中超控股                           公告编号：2017-059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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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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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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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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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超控股 股票代码 002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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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志娟 范涛 

办公地址 宜兴市西郊工业园振丰东路 999 号 宜兴市西郊工业园振丰东路 999 号 

电话 0510-87696868 0510-87698298 

电子信箱 zccable002471@163.com zcft002471@163.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998,636,766.00 2,865,597,403.99 4.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2,326,399.22 53,948,221.37 -21.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8,583,004.85 40,742,030.38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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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26,161,983.29 334,669,295.04 -197.4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34 0.0425 -21.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34 0.0425 -21.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0% 3.11% -0.8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8,804,033,682.06 8,515,355,828.19 3.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44,896,323.27 1,815,517,607.95 1.6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07,75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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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中超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08% 470,234,030 0 质押 469,250,000 

杨飞 境内自然人 0.68% 8,608,749 6,456,562 质押 8,600,000 

蒋桂芬 境内自然人 0.53% 6,761,000 0   

宋甲琴 境内自然人 0.37% 4,649,615 0   

钱建忠 境内自然人 0.34% 4,351,169 0   

吴翔宇 境内自然人 0.34% 4,331,200 0   

沃九华 境内自然人 0.29% 3,686,461 0   

光大兴陇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

－光大•胜券 11

号结构化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0.27% 3,405,800 0   

芮美娣 境内自然人 0.26% 3,280,250 0   

陕西伊联商贸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3% 2,922,7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杨飞为江苏中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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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江苏中超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

券 

14 中超债 112213 2019 年 07 月 04 日 32,787.95 7.20% 

（2）公司报告期末和上年末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66.87% 66.28% 0.59%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2.21 2.45 -9.80%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国内整体经济延续了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但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仍然没有摆脱疲软的困境。公司电缆业

务所处的传统制造行业的大多数企业局限在规模、价格等方面进行低水平竞争，国家政策鼓励线缆产业通过结构性改革调整，

通过创新，来适应市场需求的结构变化。在经济大环境及行业大环境的双重挑战下，公司以积极的态度，在奠定质量和服务

为立身市场的前提下，全方位提升公司管理，加强人才储备，积极推进“以电缆为主的高端装备制造+以紫砂为主的文化金融”

双主业驱动的多元化战略发展。 

一、主要业务 

公司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主要涉及电力电缆、电气装备用电线电缆、裸电线、电缆材料、电缆接头、电

磁线的生产和销售，以及紫砂壶及其配件、金属材料的销售。 

公司2017年上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99,863.6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6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4,232.64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1.54%。 

二、经营模式 

公司建立了完善的团队营销体系和全程式营销服务，可以为客户提供多方面服务，体现出公司差异化的服务特点，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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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市场竞争力。电力系统及重点工程的施工部门是公司的主要客户，公司一般通过招投标与其签订购销合同直接销售产品，

在与客户签订合同时，一般以铜（铝）现货价格为基础，加其他辅料及加工费确定销售价格。由于客户对于产品的规格、型

号、长度、性能的要求不同，一般实行“以销定产”。  

三、行业情况 

电力电缆行业作为国民经济最大的配套行业之一，电线电缆产品广泛应用于能源、交通、通信、汽车以及石油化工等产

业领域，为各产业、国防安全和重大建设工程等提供重要的配套，是未来电气化、信息化社会中必要的基础产品。近年来，

中国的电力电缆行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线缆制造大国。但我国电力电缆行业具有数量多、规模小的

特点，80%以上为中小型企业，行业竞争激烈，且产品多集中在普通电缆，同质化竞争严重，导致行业毛利不高。 

公司作为我国电线电缆制造的龙头企业之一，在产业结构升级、传统制造业面临成本上升和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以质量

和服务为立身市场的基石，加强改革创新，稳健发展电缆产业，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进行行业资源整合，以实现规模经营及

产品结构调整；加大了高端电线电缆自主制造的创新力度，增强核心技术竞争力以提高产品附加值，在行业内享有较高的品

牌影响力。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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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杨飞 

 

                                                                                          2017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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