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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92                               证券简称：远程股份                   公告编号：2019-030 

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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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

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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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程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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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明 陶金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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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营业务概述 

    公司主营业务涵盖电线电缆行业及影视文化行业。在电线电缆领域，公司主要从事电线、电缆产品的研发、生产与经营，

公司的主要产品为500kV 及以下电力电缆、特种电缆、裸导线、电气装备用电线电缆四大类。公司拥有自主进出口权，是“全

国用户满意企业”、“江苏省计量保证确认单位”、“重合同守信用单位”、“AAA级资信企业”。 公司产品除被国家电网

公司及其关联企业采购以外，还先后被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管理局、铁道工程交易中心、中国化工集团、中材国际、中国建

筑、兴澄特钢、常州机场、北京地铁、上海地铁等许可销售。公司具有多个在行业内部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品种:公司核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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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用电缆已经获得国家核安全局颁发的《民用核安全电气设备设计/制造许可证》，矿物绝缘电缆广泛应用于重要的公共设

施，光电复合电缆已经在国网公司山东电网智能化改造中获得应用，此外公司110kV、220kV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也已投

产。影视文化领域，公司积极尝试通过外延式的发展模式整合国内外优质的行业资源，以影片投资为起点，寻求影视文化行

业衍生产品及附加价值等方面的开发与合作。本报告期内，公司主要收入仍来源于线缆业务，影视业务方面尚未形成营业收

入。 

    2、经营模式 

公司线缆业务主要采用以销定产的经营模式。公司参与客户招标，中标后公司将根据交货日期、产品种类和运输距离

制定详细的生产计划并组织生产。公司通过技术创新、新产品的研发投入和人才引进等方式不断提升公司的销售能力和创新

能力,公司产品已通过了I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2004环境管理体系认证、OHSAS18001：2007职业健康

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并获得了国家强制性产品CCC认证证书、PCCC电能产品认证证书、民用核安全设备设计和制造许可证，

南非SABS认证、美国UL认证、荷兰KEMA认证、欧盟CE认证、环保RoHS认证，公司产品质量得到了客户的广泛认可。 

    3、行业情况 

电线电缆制造业是国民经济中最大的配套行业之一，是机械工业中仅次于汽车行业的第二大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

重要地位。目前，我国线缆产品广泛应用于能源、交通、通信、汽车以及石油化工等众多产业。随着国家电网建设、城镇化

进程的持续推进、交通设施建设等的投入，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给电线电缆行业发展带来巨大的市场机遇和新的增长点。

从产品结构及行业竞争情况来看，国内电线电缆生产企业众多，但往往规模较小，产业集中度低，生产产品多以中低压线缆

为主，同质化竞争严重。公司努力加大研发投入，积极研发高压、超高压等高端线缆产品，突破研发壁垒，开辟新的市场空

间。 

影视文化行业方面，随着我国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对电影、电视剧等文化产品的消费能力不断增强，

消费者的观影意愿逐渐提升。随着监管环境趋紧，国内影视行业的发展正在逐渐回归理性，影视行业未来发展前景依然可期。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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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3,000,003,943.71 2,572,700,903.13 16.61% 2,533,087,332.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6,524,924.46 74,872,165.23 -589.53% 91,036,831.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9,041,275.29 25,367,520.46 53.90% 88,552,497.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472,681.52 -127,205,751.68 58.75% 141,515,848.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104 0.1043 -589.36% 0.126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104 0.1043 -589.36% 0.12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96% 5.09% -33.05% 6.41%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2,943,665,884.51 3,111,653,884.38 -5.40% 2,807,605,210.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23,265,489.61 1,496,971,681.35 -24.96% 1,444,845,802.1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67,613,910.83 838,030,987.01 826,004,897.75 768,354,148.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707,361.83 20,390,101.41 1,545,614.63 -402,168,002.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146,756.02 20,233,389.53 1,680,374.65 2,980,755.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9,014,320.06 -22,751,826.50 169,914,947.49 -50,621,48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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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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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3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5,407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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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秦商体育

文化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18% 159,267,665 0 

质押 159,202,565 

冻结 159,267,665 

杨小明 境内自然人 20.92% 150,235,960 0 
质押 149,281,195 

冻结 16,500,000 

俞国平 境内自然人 15.96% 114,628,800 0 
质押 114,628,800 

冻结 66,000,0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68% 12,096,480 0   

钱莲英 境内自然人 0.75% 5,403,984 0   

汪素香  0.66% 4,754,100 0   

李志强  0.51% 3,682,800 2,762,100   

刘腾  0.47% 3,378,540 0   

许磊  0.38% 2,751,100 0   

程明  0.36% 2,61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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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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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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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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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总体经营情况 

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000,003,943.71元，比上年度增长16.6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66,524,924.46

元，比上年度下降589.5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52,472,681.52元，比上年度增长58.7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1,123,265,489.61元，比上年度减少24.9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的净利润下降主要原因如下：公司

近期持续指派公司专人、专业律师和会计师调查、了解公司相关涉诉事项、资金被划扣和投资损失后，基于谨慎性原则，核

实公司受涉诉事项、资金被划扣等影响，在2018年度财务报表增加计提了405,142,614.00元预计负债和资产损失，导致公司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66,524,924.46元。 

   （二）2018年重点工作回顾 

  1、加大研发投入，提升产品品质。 

 本报告期内，公司顺应行业发展趋势,重视产业结构调整，加大研发投入，积极研发符合市场需求的高端线缆产品。主要研

发项目进度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目标 研发进度 

1 特种环保型超高压电力 通过对超高压电缆导体合金配方的调整， 已完成原材料选用及工艺路线，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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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 使电缆导体材料的性能在铝芯和铜芯之

间，大大节约材料成本，减小电缆重量，

生产出既满足经济性，又满足其较大截面

特点和连接部位的可靠安全性的特种环保

型超高压电力电缆，提高市场竞争力。 

生产试制文件编制，开始小样试制 

2 远供抗拉导线 通过对远供抗拉导线进行整体结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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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中间抗拉件具

备重量轻、强度高、价格实惠等优点，绝

缘材料具有良好的耐紫外线功能，受长期

日照而不发生老化，目标是使项目产品具

有抗拉、耐候、耐低温弯曲、重量轻、柔

软等特性，适合远距离供电。 

已完成小样试制和部分性能检测 

3 高强度抗拉软导线 通过研究分析现有电缆的材料、结构和电

气参数，采用退火铝导体和中心圆形芳纶

绳绞合的结构，以保证项目产品的电气和

机械性能，生产出具有抗风、抗冰雪、抗

拉、导电性能好、柔软等特性的高强度抗

拉软导线产品。 

已完成小样试制和部分性能检测 

4 抗风型21kV及以下绝缘

导线 

通过研究分析现有材料、电缆结构和电缆

电气参数，采用铝导体、芳纶、低烟无卤

阻燃辐照CPE护套等材料，重新进行产品结

构设计，编制合理的制造工艺，生产出具

有抗风、耐磨、耐低温、高绝缘电阻、质

量轻、环保等特性的特性抗风型21kV及以

下绝缘导线产品。 

已完成原材料选用及工艺路线，完成

生产试制文件编制，开始小样试制 

5 高强度大跨距低压侧电

缆 

通过对低压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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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出使用寿命更长的高强度大跨距低压

侧电缆产品，在满足变压器平台环境对电

缆要求的基础上，采用增加芳纶纤维加强

芯的新型结构，具有更好的耐候、耐低温

弯曲、高绝缘电阻、柔软、环保特性。 

已完成原材料选用及工艺路线，完成

生产试制文件编制，开始小样试制 

6 风力发电用电力电缆 通过选用合适的导体、绝缘、护套等材料，

对项目产品进行整体结构设计，编制合理

的制造工艺，生产出具有优良的阻燃、耐

热、耐寒、耐油、耐磨、耐弯曲、耐扭转

等特性的风力发电用电力电缆，以满足风

力发电机组内部高要求的使用环境。 

已完成风力发电用电力电缆的型式试

验，正进行产品试用和推广 

7 高温高压深井探测线 通过整体结构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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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温高压深井探测线产品，具有低衰减、

抗电磁干扰、阻燃、防腐蚀、防水、耐寒、

耐热、耐高压等特点，适合深井探测使用。 

已完成原材料选用及工艺路线，完成

生产试制文件编制，开始小样试制 

  

     2、积极申报荣誉资质，努力提高管理水平 

2018年，公司持续技术创新，获得“高层建筑垂直安装用环保型中压电力电缆”、“一种高绝缘电阻柔性防火电缆”

等授权专利6项；成功研制“风能耐扭曲软电缆”等3项专用产品，以满足市场对高端领域电线电缆的需求；完成《额定电压

600V、2000V石油平台动力电缆》等13项标准的备案；在行标和欧标认证基础上、“光伏电缆”产品增加获得TUV莱茵认证证

书。同时，公司CCC强制性产品换版、兴原二方源地评审等均顺利通过。 

公司60年第三代核电模拟件着重于可靠性和先进性，于2018年10月完成了全部鉴定，在现有国内九家K3类电缆单位中

覆盖范围最广、性能指标最高、类型规格最全。公司检测中心经过两年的内部完善和升档，于2018年12月获得了中国合格评

定委员会的CNAS授权，成为行业内第15家国家和国际互认实验室的生产企业；2018年公司荣获“江苏省质量协会管理先进单

位”表彰；在内部质量意识培训方面，强化生产操作和重点性能，逐步提升全员产品质量和销售服务水平。 

 

3、紧贴国家政策，认清国际形势，稳步开拓国际市场 

2018年国际形势巨变，世界主要经济体相继调整自身关税及进出口新规，国外政治风险以及人民币汇率波动风险大幅

升高，公司国际业务也进行了相应调整，主要工作转向为发展央企海外总包项目的转出口业务，以最大程度降低产品出口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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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风险。今年公司转出口业务发展稳健，截至年底，完成转出口项目交货7000余万元，2019年我们将继续积极响应习主席“一

带一路加一洲”中国装备输出的号召，配合以央企带头，国家间战略合作为支撑的，以海外基础设施建设总包项目为主的国

内产能转移计划，为突破国际贸易封锁贡献一份力量。 

 

4、拓展人才引进渠道，保持企业人才队伍的稳定发展 

2018年，公司努力维护现有招聘渠道，拓展额外渠道，全方位及多渠道整合内外资源，以满足企业人才队伍的建设工

作，例如，拓展猎头、猎聘等针对性较强的渠道，为企业精准招聘服务；与此同时利用招聘渠道较好的调研同行及同类型岗

位的薪酬，为薪酬改革提供依据；报告期内，公司还与河南工学院建立校企合作平台，针对电线电缆专业设立了“远程班”，

提供奖学金及助学金，增强学校与企业的链接，更好的宣传企业文化。在此基础上，更提供了实践基地让学生到企业实习工

作，除理论能力外，更直观了解学生的实践能力等综合因素，真正做到了人才的精准选择。 

 

（三）2019年公司具体的规划和展望： 

 

一、市场开发计划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集中在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及下属省市电力公司，公司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分析和讨论，决

定2019年一方面要继续巩固省市电力公司的销售优势和销售规模，另一方面，增强对其他受益于国家投资和重点开发的市场

的开拓。因此，在未来的几年时间，公司将继续加大对核电产品，装备用特种电缆以及军工电缆等新产品市场的开拓，以点

带面，扩大知名度，增加销售业绩，为公司未来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二、产品发展计划 

2019年度，公司研发中心将在提高工艺成熟度和统一性方面做进一步改善，不断加强技术服务的响应速度和广度；积

极完善美国UL、日本PSE、英国BS、德国VDE等国外认证条件，为公司产品出口更多国家和领域做好铺垫。针对特种电缆市场，

计划完成K1类电缆、《纵向阻水防腐电缆》等新产品的可研和开发。质保中心将持续完善质保文件、规章制度，积极引入先

进管理工具，逐步提高公司员工岗位技能和质保水平，使产品质量更加稳定。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电力电缆 1,250,001,649.97 222,073,535.98 17.77% 26.88% 37.24% 1.34% 

特种电缆 1,656,241,703.51 289,528,637.81 17.48% 11.77% 20.66% 1.29% 

电气装备用线缆 71,743,926.86 7,962,849.08 11.10% -18.45% -35.40% -2.91% 

裸电线及其他 22,016,663.37 3,393,106.70 15.41% 24.57% -45.43% -19.77%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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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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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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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