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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郑有水、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吉杏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吉杏丹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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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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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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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1,165,840.62 559,120,719.21 559,120,719.21 107.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9,800,765.34 44,610,894.38 44,610,894.38 123.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99,472,160.56 42,792,601.53 42,792,601.53 132.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4,926,606.17 -82,668,739.69 -82,668,739.69 -51.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48 0.1050 0.1050 123.6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48 0.1050 0.1050 123.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6% 3.16% 3.16%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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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8,751,189.60 2,298,788,727.98 2,298,788,727.98 -3.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00,454,372.62 1,596,736,881.82 1,596,736,881.82 6.50%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上年度公司根据财政部 2017 年 12 月 25 日修订并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

2018 年 6 月 15 日修订并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的要求进行了

会计政策变更（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定期）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审议通过）。2019 年第一季度报

告对比较报表进行了重述。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60,000.00 固定资产处置损失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301,800.00 政府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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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6,339.71 罚款，赔偿等 

减：所得税影响额 109,534.93  

合计 328,604.7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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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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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有水 境内自然人 56.83% 246,000,000 246,000,000 质押 124,927,100 

郑会杰 境内自然人 8.32% 36,000,000 36,000,000 质押 14,280,000 

郑美银 境内自然人 6.93% 30,000,000 30,000,000 质押 30,000,000 

郑凤兰 境内自然人 6.93% 30,000,000 30,000,000 质押 13,100,000 

黄丕勇 境内自然人 0.35% 1,500,000  冻结 1,500,000 

蔡晓珊 境内自然人 0.16% 700,000    

施向升 境内自然人 0.13% 561,600    

谢国强 境内自然人 0.11% 493,100    

法国兴业银行 境外法人 0.10% 449,900    

郑泽鹏 境内自然人 0.09% 400,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黄丕勇 1,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 

蔡晓珊 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00,000 

施向升 561,600 人民币普通股 56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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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国强 493,100 人民币普通股 493,100 

法国兴业银行 449,900 人民币普通股 449,900 

郑泽鹏 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 

袁润球 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 

郑秋生 307,100 人民币普通股 307,100 

陈雁 289,944 人民币普通股 289,944 

郑儒湖 253,610 人民币普通股 253,61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股东郑有水、郑会杰、郑凤兰和郑美银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情形。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郑秋生所持公司股份全部为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有，股东施向升所持公司股

份中 447700 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有，股东谢国强所持公司股份中 341600 股通

过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有。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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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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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年初余额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73,272,460.93  363,145,562.1

0  

-189,873,101.

17  

-52.29%  报告期归还银行流动资金贷款 

 应收票据 111,345,108.46  175,267,289.0

6  

-63,922,180.6

0  

-36.47% 报告期内应收到期兑付、贴现所致，

销售时应收票据有所减少，  

 应收账款 1,140,408,903.15  590,233,944.7

0  

550,174,958.4

5  

93.21% 报告期内销售大幅增加，应收帐款相

应加增长  

 预付款项 8,946,614.06  3,064,299.67  5,882,314.39  191.96%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规模大幅增长，生

产量增加，购原材料大幅增长，部分

原材料采购采用预付款方式。  

其他应收款 8,055,173.36  5,376,887.51  2,678,285.85  49.81% 因公司业务扩展，支付的工程投标保

证金大幅增长。  

 存货 407,154,711.98  646,465,514.1

6  

-239,310,802.

18  

-37.02% 报告期营业收入大幅增长，库存商品

及客户订单商品消耗较快。 

 其他流动资产 28,562,668.78  176,406,594.7

4  

-147,843,925.

96  

-83.81% 同期短期理财到期赎回所致  

 在建工程 45,906,704.21  25,271,672.72  20,635,031.49  81.65% 报告期内惠州募投工程工程投入及设

备投入大幅增长所致  

 长摊待摊费用 3,038,216.08  2,254,065.80  784,150.28  34.79% 报告期内惠州电缆公司增加厂区道路

维修费用 

 短期借款 262,503,904.43  441,192,051.9

8  

-178,688,147.

55  

-40.50% 报告期公司因上期末回款较好，流动

资金充足，提前还部分短期借款。  

 应付账款               73,995,092.12  49,209,203.96  24,785,888.16  50.37% 报告期末因银行结算时间原因，主要

原材料铜材到货后未支付货款 

预收款项               48,987,573.25  81,484,639.15  -32,497,065.9

0  

-39.88% 报告期内，上期采用预付货款订单采

购客户实现销售较多。  

应付职工薪酬              17,795,084.78  28,567,421.72  -10,772,336.9

4  

-37.71% 上期末预提2018年度年终奖金在报告

期发放。 

应交税费            69,774,960.84  47,303,174.86  22,471,785.98  47.51% 报告期内销售大幅增长，应交增值税

及期附加税，企业所得税大幅增长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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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延所得税负债 4,617,644.13  3,404,608.47  1,213,035.66  35.63% 报告期内套期产品盈利及惠州电缆公

司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导致相应计提

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增长 

利润表项目 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161,165,840.62  559,120,719.2

1  

602,045,121.4

1  

107.68%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快速增长 

营业成本 971,171,376.93  468,595,613.0

6  

502,575,763.8

7  

107.25%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大幅增加，营业成

本相应增加 

营业税金及附加 8,097,101.19  1,455,484.99  6,641,616.20  456.32%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长，本期增值税

大幅增长，相应的附加税费也大幅增

长。 

销售费用 26,604,034.73  13,315,865.69  13,288,169.04  99.79% 因同期销售大幅增加,支付的广告费、

销售服务费用、运输费用、员工薪酬

等均出现相应增加。 

管理费用 19,140,868.72  12,493,225.00  6,647,643.72  53.21% 报告期内股权激励费用摊销、计提安

全生产费用增长、管理人员薪酬增加

等原因 

财务费用 3,435,845.88  1,874,759.89  1,561,085.99  83.27% 报告期内为加快资金使用效率，应收

票据贴现费用等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198,088.55  2,191,665.99  -1,993,577.44  -90.96% 前期已计提存货跌价损失的库存商品

报告期内实现销售，转销已计提的存

货跌价损失准备。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285,200.00  1,980,486.30  -1,695,286.30  -85.60% 主要系本期理财收益减少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失以“-”号填

列） 

649,397.38  -4,229,694.93  4,879,092.31  -115.35% 套期保值期货铜价上涨，持仓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扭亏为盈所致 

营业外收入 189,029.29  2,426,214.61  -2,237,185.32  -92.21% 报告期内收到的政府补贴较上年同期

大幅减少。 

所得税费用 33,173,578.68  13,863,541.67  19,310,037.01  139.29% 因本期销售增长，利润总额增长，应

交企业所得税也大幅增长 

现金流量表项目 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24,926,606.17  -82,668,739.6

9  

-42,257,866.4

8  

51.12%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迅速增长，因公司

主要原材料采购为现款现货模式，而

销售收款存在账期，因此经营活动短

期流出现金较多。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536,080.08  6,479,157.74  -10,015,237.8

2  

-154.58% 主要系因为同期赎回购买三个月以上

的理财产品减少，相应收益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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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81,352,568.25  36,850,383.12  -218,202,951.

37  

-592.13% 报告期内公司归还大额短期借款。支

付票据贴现费用增加。 

四、汇率变动对现

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57,846.67  -408,024.24  350,177.57  -85.82% 同期外币收入减少，汇率波动小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9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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