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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92                               证券简称：睿康股份                       公告编号：2017-058 

睿康文远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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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睿康股份 股票代码 002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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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冬梅 杨路萍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甲六号万通中心 D 座 19层 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甲六号万通中心 D座 19层 

电话 010-59073566  010-59073566  

电子信箱 stock@reconcl.com stock@reconc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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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3,156,254.07 1,352,184,533.01 -12.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3,425,018.12 64,676,269.54 -48.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3,350,639.74 63,892,791.30 -47.80% 



睿康文远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7,189,637.39 -231,408,971.40 19.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65 0.0901 -48.3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65 0.0901 -48.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9% 4.51%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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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2,180,518.71 2,807,605,210.61 3.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56,726,440.23 1,444,845,802.11 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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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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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睿康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18% 159,267,665 0 质押 150,367,348 

杨小明 境内自然人 21.83% 156,800,598 78,400,299 质押 134,671,200 

俞国平 境内自然人 15.96% 114,628,800 57,314,400 质押 112,628,8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68% 12,096,480 0   

徐福荣 境内自然人 0.76% 5,492,721 0   

钱莲英 境内自然人 0.75% 5,403,984 0   

李志强 境内自然人 0.51% 3,682,800 2,762,100   

汪素香 境内自然人 0.47% 3,381,400 0   

刘腾 境内自然人 0.47% 3,378,540 0   

程明 境内自然人 0.42% 3,020,8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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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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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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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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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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线电缆行业机遇与挑战并存，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十三五”规划以及“中国制造 2025”强化高端制

造业的国家战略规划布局下，既有各项新的政策开始实施、产业发展空间不断拓展等积极因素，也有国内外需求持续低迷、

企业面临的困难超出预期等不利因素，线缆行业向高端市场的转型势在必行。目前，我国线缆产业仍处于粗放式的发展阶段，

生产企业众多，具备充足的产能，但却存在着产品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企业主要生产低附加值的中低压线缆，其产能已出现

过剩，而高压、超高压等高端线缆产品则依赖进口，企业在品牌管理和新技术研发、应用等领域发展动力不足，国家出台各

项支持政策旨在鼓励促进结构调整，鼓励技术改造，生产高质量、高附加值、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高端线缆产品。未来产品的

市场竞争力强弱决定了是否有更多的机会和市场空间，尤其在市场逐步全球化的今天，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必然给企业提

出了更高的发展目标。鉴于线缆行业目前发展情况，公司认真分析了 2017 年上半年度经营业绩情况，积极总结不足，并结

合行业未来发展趋势，调整经营目标，认真分析行业发展趋势及公司目前所处发展阶段后，认为未来公司发展应积极求变、

求新，顺应行业发展趋势，调整产业结构，增加研发投入，积极开发环保型和高端电线电缆产品，增强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

力，提高市场占有率。  

    影视文化行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2016 年国家十

三五纲要提出了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双轮驱动，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发展现代文化产业、建设现代传媒体

系等目标。国家政策的支持以及国民精神文化需求的不断提升加之消费的扩容和媒介技术的升级使影视文化行业呈现出巨大

的发展空间。目前，我国影视文化行业已具备一定的市场规模和基础，步入快速发展阶段，衍生产品开发成为新趋势，依托

电影开发衍生产品，是充分利用电影资源，实现收入最大化的重要手段。目前，中国影视文化行业已经开始尝试开发衍生产

品，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衍生产品的附加价值尚未完全开发和体现，因此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市场发展前景广阔。 

(二)公司总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8，315.63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12.5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42.50 万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48.3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8,718.96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9.1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 145,672.64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0.82%。公司营业收入下降主要由于受到国内经济形势的影响，公司市场

开拓未达到目标以致销售未能达到预期所致；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的净利润下降主要系营业收入下降以及出售子公司股权

后合并净利润减少所致。 

（三）重点工作回顾 

1、研发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在研项目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目标 研发进度 

1 核电站安全壳外用60

年寿命1E级电缆 

通过电缆的选型，合理的结构设计达到电缆和绝缘线芯在满足60

年的设计寿命要求的情况下，电缆护套仍具有完整性。 

已完成小样试制和部分性能检

测。 

2 核电60年低压电力电

缆 

通过对核电60年低压电力电缆进行整体结构设计、选用合理的原

材料、编制合理的制造工艺，生产出性能可靠的产品，不仅具优

异的电气绝缘性能，同时在经受375kGy辐射老化和长时间热老化

之后能通过成束A级和B级燃烧的优点，并且能在恶劣的使用环境

下正常运行60年。 

已完成原材料选用及工艺路

线，并完成生产试制文件编制。 

3 核电60年中压电力电

缆 

通过对核电60年中压电力电缆进行整体结构设计、选用合理的原

材料、编制合理的制造工艺，生产出性能可靠的产品，不仅具优

异的电气绝缘性能，同时在经受375kGy辐射老化和长时间热老化

之后能通过成束A级和B级燃烧的优点，并且能在恶劣的使用环境

已完成原材料选用及工艺路

线，并完成生产试制文件编制。 



睿康文远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4 

下正常运行60年。 

4 机器人电缆 对项目产品进行整体结构设计，在保证电缆电气性能、机械性能

和的基础上，受弯曲、扭转、往复弯曲的考验，保持正常供电；

选用合适的原材料，使项目产品能够达到预期的设计和使用要求：

优良的阻燃性、耐热、耐寒、耐油、耐磨、耐弯曲、耐扭转等特

性，适用于机器人手臂等高要求环境。 

进入中试阶段 

5 中压耐火电缆 通过对中压耐火电缆进行整体结构设计、选用合理的原材料、编

制合理的制造工艺，生产出性能可靠的中压耐火电缆产品：在保

证电缆电气性能、机械性能的基础上，使得项目产品具备良好的

阻燃、耐火性能，适用于各种防火防爆的高要求环境。 

正在进行中压耐火电缆的小样

试制，并进行部分性能检测。 

 

2、对外投资 

      报告期内，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调整业务布局，探索规划新业务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战略，积极寻求优质的合作

对象，整合资源，布局新产业，注重影视文化行业衍生产品及附加价值等方面的开发与合作，避免盈利模式单一未来给公司

带来的不利影响。 

3、经营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注重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引入现代化管理工具，更新财务管理系统，加强工作精细度的同时提高工

作效率。生产经营方面，严把质量关，加强产品质量管控，维护公司的品牌价值和客户口碑，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开拓新客

户的同时，注重原有客户的维护，提高售后服务质量，经过努力，公司产品持续获得客户认可，并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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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Ⅰ 变更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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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公司按照要求进行了会计政策变更。 

Ⅱ 变更前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2006 年 2 月 15 日财政部印发的《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等 38 项具体准则的通知》（财会〔2006〕

3 号）中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 

Ⅲ 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于 2017 年 5 月 10 日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中的规定执行。 

Ⅳ 会计政策变更执行日期 

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开始执行。对 2017 年 1 月 1 日前存在的政府补助采

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 2017 年 1-6 月合并财务报表影响为政府补助在核算科目间的变动：本报告期调增 “ 其他收

益”288,590.00 元，调减“营业外收入” 288,590.00 元,不会对公司 2017 年 1-6 月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

大影响，不涉及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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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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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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原控股子公司江苏扬动电气有限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新设子全资子公司宜兴远辉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浙江远辉影视有限公司、江苏新远程电缆有限公司，以及新设孙公司上海睿禧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东遇有限

公司、SURE LEAD HOLDINGS HK、SURE LEAD HOLDINGS LIMITED 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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