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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98                               证券简称：汉缆股份                         公告编号：2017-028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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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缆股份 股票代码 002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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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正庄 张大伟 

办公地址 青岛市崂山区九水东路 628 号 青岛市崂山区九水东路 628 号 

电话 0532-88817759 0532-88817759 

电子信箱 wzz3333@126.com hanhe1@hanhe-cab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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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2,148,175,808.74 1,828,382,392.47 1,828,382,392.47 1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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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7,192,782.08 189,904,436.94 189,418,813.05 -17.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92,715,666.10 133,339,913.07 132,852,305.46 -30.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20,381,408.60 269,404,485.80 268,145,281.01 -219.4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6 0.06 -1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6 0.06 -1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8% 4.48% 4.47% -0.9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6,406,863,183.42 6,422,815,315.91 6,436,973,722.38 -0.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477,129,731.75 4,212,850,459.48 4,439,701,605.67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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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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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汉河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6.56% 2,214,408,016  冻结 71,486,000 

青岛汉缆股份

有限公司－第 1

期员工持股计

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13% 104,250,500 104,250,500   

王兴凤 境内自然人 0.46% 15,300,731    

张丽华 境内自然人 0.22% 7,176,795    

领航投资澳洲

有限公司－领

航新兴市场股

指基金（交易

所） 

境外法人 0.08% 2,629,604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07% 2,452,416    

全国社保基金

四零七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07% 2,373,800    

杨小梅 境内自然人 0.07% 2,270,000    

隋胜杰 境内自然人 0.06% 2,110,284    

文洁玲 境内自然人 0.06% 1,887,02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无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杨小梅持有公司 2270000 股，其中通过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 50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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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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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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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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以来，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美国公布减税计划，国内楼事

新政频出，金融监管再升级，这些不确定因素使得我国经济形势变得比以往“复

杂”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能转换的特征更加明显，

稳中向好的态势不断巩固。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仍然没有摆脱疲软的困境，

行业竞争激烈，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在管理层和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下，

紧紧围绕董事会确定的年度战略经营目标，公司重人才、调结构、注重科学管

理、不断加强技术创新，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公司信誉不断提高，市场竞争

力进一步增强。公司保持平稳有序的发展。 

    公司2017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总收入21481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7.49%；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571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7.01 %。 

1、公司整体经营能力分析   

（1）财务状况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净资产44.81亿元，较年初略有增长，主要原因是公司盈利

的增加以及稳健的财务结构。报告期末公司资产负债率为30.05%，流动比率为

2.49，体现出公司偿债能力较强，以及利用自有资金保持持续发展动力的能力，

公司财务政策稳健，债务风险较低。公司管理层认为：公司资产结构合理，具

备良好的资金实力。公司资产和运营水平良好，各项资产减值准备提取科学、

充分，不存在未确认的潜在损失，资产质量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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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盈利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48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7.49%，实现净利

润15,719.28万元，每股收益0.05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6.67%，主要是受市场竞争、

公司产销政策和产品结构的综合影响，公司正在通过改进经营管理水平,进一步

提高盈利能力。 

2、技术创新 

    2017年技术中心立项新产品18项, 上半年重点开展了500kV超高压交流、直

流海底电缆系统的研究、500kV超高压交流海底电缆附件预鉴定研究、220kV 超

高超大截面紧压导体海底电缆研究、新加坡400kV超高压交联电缆研究、超高压

海底电缆软接头研究、海洋工程用特种电缆研究等重大项目；完成了500kV超高

压交流海底电缆系统型式试验、400kV超高压交联电缆中试以及机车车辆电缆、

动态电缆等市场应用推广。建立健全了国家高压超高压电缆技术研新中心的运

行机制，并有效稳定运行。公司一直坚持科技创新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源动力的

理念，坚持自主创新并注重科研成果转化。公司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国

家超高压电缆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公司研发和综合技术水

平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公司拥有一支规模和开发能力在国内名列前茅的研发

技术团队，上半年引进国家千人计划专家1人，参与国家和行业标准的制定40多

项，拥有140多项专利技术，可为客户提供从设计、生产制造、服务一整套交钥

匙总包服务。 

3、基础管理 

（1）建立经营目标管理体系，实行有效的母子公司管理模式，通过目标设定，

统一母子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方向，充分授权、自主经营、强化督导与审计，清

晰责任，激发经营创新意识，提升盈利能力，提高竞争优势，推进公司的整体

协同发展。 

（2）凸显战略地位，实行战略分解绩效评价体系。通过自上而下的绩效分解、

自下而上的措施归集，实现公司上下一致，集中优势资源和才智，重点突破公

司的管理局限和瓶颈，实现绩效引导式的破茧提升。同时，结合360度民主评议，

全面的反应岗位的综合绩效水平，更好的将岗位绩效与组织绩效相承接。 

（3）搭建人才建设体系。通过岗位胜任力模型的搭建，清晰岗位能力标准，为

人才培养提供了方向和标准，同时也是为岗位教育培训、人才选拔、人才招聘、

薪酬制定等提供了科学、有效的依据。采用“721”的培养法则，注重实践能力的

培养，辅以学习和帮带，快速、有效的培养公司后备人才，逐步形成层级式的

人才梯队，为公司的长期发展提供充足、高品质的才智保障。 

（4）组织强化物资管理的专项工作，加强预算管理，加强成本管控。 

（5）注重质量管理，进一步加强对全过程进行质量控制与管理，保证产品质量。 

4、市场开拓  

    国内市场方面：2017年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公司在详细了解和分析顾客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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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需求的基础上，重点拓展高端产品市场，海洋缆及高压电缆系统市场，内

抓管理，外拓市场，进一步巩固山东省市场，加大拓展省外市场的力度，全力

发展新客户和新市场，培育公司新的业务增长点。增强市场开发的主动性，及

时掌握市场动态，主动深化客户关系。主要中标的有影响的电缆工程项目有：

国网公司昌吉-古泉±1100KV直流特高压导线项目，中交机电工程局青岛地铁13#

线外延段110KV电缆，葛洲坝电气化局青岛地铁1#线外延段110KV电缆，中交机

电工程局哈尔滨地铁低烟无卤阻燃耐火电缆项目，中铁武汉电气化局西安分公

司西安地铁低烟无卤阻燃耐火电缆项目，河北建投海上风电有限公司220KV海

底电缆项目，华能集团苏州燃机、北京热电220KV电缆项目，山东钢铁集团日

照公司110KV、220KV电缆项目等。 

     国际市场方面：主要开展项目有澳大利亚力拓矿业集团蒙古OT铜矿项目，

菲律宾GNP 660MW 燃煤电厂电站500kV电缆项目，委内瑞拉中西部电网扩建项

目，沙特阿美115kV&132kV电缆和附件项目，巴基斯坦信德省塔尔煤田II区块

2×330MW燃煤电站项目，科特迪瓦电网发展和改造项目。 

     一带一路项目部先后与中国机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力技术装备有

限公司、中国水电第十一工程局、中国水电第五工程局、国核电力规划设计研

究院、平高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开展了多次技术交流，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和

客户有了更为深入的交流。一带一路项目部投标中标的项目有：菲律宾迪格宁

电厂500kV及230kV电缆项目，巴基斯坦塔尔煤电一期控制电缆项目，南苏丹朱

巴项目低压电缆项目，喀麦隆水厂中低压电缆项目，安哥拉LAUCA输变电项目

和万博市电气化及进户线项目等。 

5、资本运作 

    为满足公司成长及战略发展需要，报告期内，公司与青岛银行等一起设立了

青岛青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使之与公司现有业务及投资的项目形成协同与互

补。同时，公司利用青岛民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开展股权投资、债权投资、资

本投资咨询、短期财务性投资、受托资产管理等业务，使公司稳步发展。 

6、行业发展 

    目前我国经济正进行深入的结构化调整，电线电缆行业也面临调整、整合、

提升，有困难更有机遇，公司坚持品质致胜的经营理念，以降低总成本为目标

不断改进内部管理，以拓展市场为引领不断创新营销策略，以行业领先的高度

加大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从而不断提升竞争优势。 

   2017年下半年，公司将紧密围绕公司的发展战略，以技术创新为引领，以市

场需求为导向，巩固和发展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保持公司稳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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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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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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北京榕科电气有限公司的其他股东撤资，我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华电高压电气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变为70.06%，造成合并

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法定代表人：陈沛云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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