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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51                    证券简称：摩恩电气                  公告编号：2017-098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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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恩电气 股票代码 002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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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储韬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锦康路 258 号陆家

嘴世纪金融广场 1 号楼 40 层 
 

电话 021-58979608  

电子信箱 investor@mornelectr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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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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475,602.66 249,067,078.69 -17.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376,955.22 5,446,000.29 292.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19,691,191.73 2,164,666.92 809.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6,804,512.97 -44,968,833.5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12 31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12 31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3% 0.78%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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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2,202,642.20 1,772,719,123.33 -3.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14,642,903.91 670,137,266.97 -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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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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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泽鸿 境内自然人 49.79% 218,680,000 0 质押 50,000,000 

上海融屏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00% 43,920,000 0 质押 43,920,000 

问泽鑫 境内自然人 7.38% 32,400,000 24,300,000 质押 14,300,00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0% 11,436,382 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陕国投·聚宝盆

73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1.19% 5,232,800 0   

谢建强 境内自然人 0.95% 4,188,000 0   

张赓 境内自然人 0.88% 3,864,821 0   

沈燕文 境内自然人 0.86% 3,768,13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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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素君 境内自然人 0.83% 3,627,403 0   

陈红 境内自然人 0.54% 2,353,10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问泽鸿先生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2）本公司股东问泽鑫是公司控股股东问泽鸿的哥哥。除以

上情况外，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中的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3）问泽鸿先生通过中信证券的高管增持计划 3 号间接持有

公司股票 2,912,000 股；问泽鑫先生通过中信证券的摩恩共赢

一号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票 886,838 股（员工持股计

划共持有 8,446,082 股，问泽鑫持有 10.5%员工持股计划份

额）。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未知前十名普通股东是否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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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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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以来，电线电缆行业市场行业竞争日趋激烈。随着生产成本上升、铜价大幅波动，

电线电缆企业原本有限的利润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公司努力克服上述困难，凭借技术、资金、

管理优势持续推动新产品研发，重点发展特种电缆。另一方面，管理层积极拓展新的利润增

长点，通过全资子公司上海摩安投资有限公司，切入不良资产处置业务。随着类金融业务订

单的逐步落地，公司整体经济效益较上年同期出现显著上涨。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547.5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7.50%。而由于公司切实有效

控制成本和费用支出，并积极拓展相对高毛利的类金融业务，公司整体利润得到较大提升。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137.70万元，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292.53%。 

报告期内，公司电缆主营业务收入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实现营业收入14,681.76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18.36%。类金融业务收入则稳步提升：其中摩恩租赁稳步发展教育、医疗等

板块的业务，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3,197.45万元，净利润1,338.04万元。摩恩保理实现营业收

入535.61万元，净利润263.17万元。新成立子公司摩安投资积极开展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及投资

管理等业务，对公司二季度利润产生了显著业绩贡献，实现营业收入2,338.21万元，净利润

1,556.36万元。 

此外，子公司江苏摩恩和海天一线仍处于亏损状态。考虑到海天一线因整体行业业绩下

滑及企业的推广力度效果不及预期，公司决定通过注销方式处置该子公司对应股权。由于注

销公司需要一定周期，故本报告期其仍在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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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规范政府补助的确认、计量和列报，财政部于2017年5月10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号，以下简称“新政府补助准

则”），新政府补助准则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新政府补助准则要求，与企业日常活动相

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

无关的政府补助，应当计入营业外收支；企业应当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

列表“其他收益”项目，反映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公司需对

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净资产和净利润不产生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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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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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6家，比去年增加2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投资设立上海摩恩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并于2017年2月7日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后续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

意公司收购全资子公司摩恩保理所持上海摩恩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恩电缆”，公

司直接持有摩恩电缆98%股权）2%股权，并于后期完成了名称变更，由“上海摩恩电缆股份有

限公司”更名为“上海摩恩电缆有限公司”。因此，上海摩恩电缆有限公司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16 日公告了关于公司收购上海韬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韬嘉投资”）100%股权的事项。后续韬嘉投资完成股权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公

司根据未来经营需要，将韬嘉投资名称由“上海韬嘉投资有限公司”更名为“上海摩安投资

有限公司”，并取得了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因此，上海摩

安投资有限公司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问泽鑫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7 年 8 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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