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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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吴学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钟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钟华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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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0,936,708.72 4,174,839,583.98 4,174,839,583.98 24.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元） 
2,413,249,068.36 2,345,857,504.93 2,345,857,504.93 2.87%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

期比上

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

告期末 
上年同期 

年初至

报告期

末比上

年同期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523,658,

809.31 

1,284,986,

558.24 

1,284,986,

558.24 
18.57% 

4,159,282,

066.10 

3,485,9

77,534.

71 

3,485,977,53

4.71 
19.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元） 

53,602,462

.75 

37,937,290

.05 

37,937,290

.05 
41.29% 

141,460,54

8.76 

110,57

6,671.0

6 

110,576,671.

06 
27.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5,533,820

.47 

37,542,873

.56 

37,542,873

.56 
21.28% 

127,282,30

3.55 

105,15

4,459.0

8 

105,154,459.

08 
21.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元） 

338,051,00

3.42 

59,364,070

.43 

59,364,070

.43 

469.45

% 

168,674,04

4.90 

-258,0

32,122.

89 

-239,322,122.

89 
170.48%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950 0.069 0.069 37.68% 0.253 0.200 0.200 26.5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950 0.069 0.069 37.68% 0.253 0.200 0.200 26.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25% 1.64% 1.64% 0.61% 5.96% 4.78% 4.78% 1.18%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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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1、变更的内容及原因： 

①财政部于 2018 年 9 月 7 日发布的《关于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中关于

具体报表项目的列报规定：“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在编制现金

流量表时均作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列报”，本期对比较财务报表的列报进行了调整； 

②财政部于 2017 年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

9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以上四项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本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修订。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涉及前期比较

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

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应当计入准则施行日所在年度报告期间的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③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

6 号），对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调整，同时废止财会（2018）15 号。  

2、本公司采用上述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修订的主要影响如下： 

①根据新政府补助准则，本公司将上期收到政府补助产生的流量由“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调整至“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②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本公司对金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含减值）进行了调整，将金融工具原账面

价值和在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2019 年 1月 1 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 2019 年年初留存收益或

其他综合收益； 

③财务报表列报：本公司根据财会[2019]6 号规定，本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修订事项对

本公司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和净利润等均无影响。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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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3,535.5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3,656,534.18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

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

3,539,15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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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8,950.30  

减：所得税影响额 2,933,355.4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318,670.26  

合计 14,178,245.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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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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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能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38% 115,188,480 0 质押 115,188,480 

湖南闽能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30% 29,928,960 0 质押 29,928,960 

范志宏 境内自然人 3.51% 19,832,000 14,914,000 质押 19,672,000 

周祖勤 境内自然人 2.33% 13,152,000 9,904,000 质押 12,992,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95% 11,009,500 0   

孙文辉 境内自然人 1.41% 7,977,000 0   

陈海兵 境内自然人 0.97% 5,472,000 4,144,000   

石爱华 境内自然人 0.79% 4,444,000 0   

黄喜华 境内自然人 0.70% 3,944,700 2,958,525 质押 3,060,000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保险产品 
其他 0.70% 3,940,92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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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能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15,188,480 人民币普通股 115,188,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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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闽能投资有限公司 29,928,960 人民币普通股 29,928,96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1,009,5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09,500 

孙文辉 7,977,000 人民币普通股 7,977,000 

范志宏 4,918,000 人民币普通股 4,918,000 

石爱华 4,444,000 人民币普通股 4,444,000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保险产品 3,940,923 人民币普通股 3,940,923 

诸毅 3,409,784 人民币普通股 3,409,784 

周祖勤 3,248,000 人民币普通股 3,248,000 

车斌 2,884,400 人民币普通股 2,884,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其中能翔投资、闽能投资为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

有） 

公司股东诸毅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股 3,409,784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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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科目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末金额 上年期末金额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交易性金融资产 549,749,335.49 29,184,148.75 520,565,186.74 1783.73% 

应收款项融资 39,495,252.41   39,495,252.41 100.00% 

预付款项 44,752,347.45 22,915,156.45 21,837,191.00 95.30% 

存货 1,208,608,533.88 883,783,494.78 324,825,039.10 36.75% 

长期应收款 724,249.69 1,429,583.76 -705,334.07 -49.34% 

在建工程 40,746,094.05 13,688,627.91 27,057,466.14 197.66% 

其他非流动资产 40,718,184.04 23,156,302.38 17,561,881.66 75.84% 

短期借款 324,407,547.71 185,730,000.00 138,677,547.71 74.67% 

应付票据 990,885,409.36 339,788,393.28 651,097,016.08 191.62% 

应付账款 389,452,254.22 256,519,772.90 132,932,481.32 51.82% 

其他应付款 176,993,276.15 100,312,010.35 76,681,265.80 76.44% 

库存股 29,544,060.00   29,544,060.00 100.00% 

其他综合收益 -6,115,803.99 -10,206,764.83 4,090,960.84 40.08% 

（1）交易性金融资产较上年期末增长1783.73%，主要系本期末公司利用闲置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较上年

期末增加所致； 

（2）应收款项融资较上年期末增加3949.53万元，主要系本期适用《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公司收取的承

兑汇票中信用等级较高的银行承兑的票据列报至本科目所致； 

（3）预付款项较上年期末增长95.30%，主要系本期末预付的材料款较上年期末增加所致； 

（4）存货较上年期末增长36.75%，主要系本期销售规模增长，期末备库产品增加所致； 

（5）长期应收款较上年期末下降49.34%，主要系本期收回分期车款所致； 

（6）在建工程较上年期末增长197.66%，主要系金杯电工新能源基建项目投入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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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他非流动资产较上年期末增长75.84%,主要系本期预付在建工程项目款及设备款所致； 

（8）短期借款较上年期末增长74.67%，主要系本期新增银行短期借款所致； 

（9）应付票据较上年期末增长191.62%，主要系本期购买商品使用承兑汇票的结算方式增加所致； 

（10）应付账款较上年期末增长51.82%，主要系本期适用《新金融工具准则》，部分使用承兑汇票结算的

应付账款至期末尚不能终止确认所致； 

（11）其他应付款较上年期末增长76.44%，主要系2019年限制性股票回购义务确认负债2954.41万元及应

付结算款增加所致； 

（12）库存股较上年期末增加2954.41万元，系本期公司定向增发1,205.88万股用于实施2019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公司收到的股权认购款确认为库存股所致； 

（13）其他综合收益较上年期末增长40.08%，主要系本期末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有效性测试后确认为其他综

合收益的金额增加所致。 

2、利润表科目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管理费用 95,478,963.91 67,942,150.66 27,536,813.25 40.53% 

财务费用 24,262,047.63 70,067.11 24,191,980.52 34526.87% 

信用减值损失 2,164,530.33   2,164,530.33 100.00% 

其他收益 12,921,632.21 6,714,506.26 6,207,125.95 92.44% 

投资收益 1,479,522.94 -3,844,988.47 5,324,511.41 138.48% 

资产处置收益 2,313,535.51 103,081.63 2,210,453.88 2144.37% 

营业外收入 1,415,632.26 2,753,317.09 -1,337,684.83 -48.58% 

营业外支出 759,680.59 274,887.29 484,793.30 176.36%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其他综合

收益的税后净额 
4,090,960.84 -32,114,765.12 36,205,725.96 112.74%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

收益的税后净额 
154,356.56 -1,476,102.82 1,630,459.38 110.46% 

（1）本期管理费用较去年同期增长40.53%，主要系本期预提的人工费用较上期增加，且本期确认股权激

励费用，上年同期无此项所致； 

（2）本期财务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2419.20万元，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的利息支出及票据贴现融资的贴现

息较上期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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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期信用减值损失较上期减少216.45万元，主要系本期转回前期计提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金额较大，

且上期尚未适用《新金融工具准则》，应收款项计提的减值损失计入资产减值损失科目所致； 

（4）本期其他收益较上期增长92.44%，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及递延收益摊销计入其他收益金额较

上期增加所致； 

（5）本期投资收益较上期增长138.48%，主要系控股子公司确认对联营企业的投资收益较上期增加及本期

利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确认理财收益所致； 

（6）本期资产处置收益较上期增加221.00万元，主要系本期控股子公司能翔优卡处置二手车收益较上期

增加所致； 

（7）本期营业外收入较上期下降48.58%，主要系本期计入营业外收入的政府补助较上期减少所致； 

（8）本期营业外支出较上期增加48.48万元，主要系本期捐赠支出及固定资产报废损失较上期增加所致； 

（9）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较上期增加3620.57万元，主要系本期期货套期保值业

务经有效性测试后确认为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较上期增加所致； 

（10）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较上期增加163.00万元，主要系本期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经有效性测试后确认为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较上期增加所致。 

3、现金流量表科目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8,674,044.90 -239,322,122.89 407,996,167.79 170.4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5,507,579.35 -128,159,102.60 -477,348,476.75 -372.4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8,955,443.04 252,318,214.53 -63,362,771.49 -25.11% 

（1）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增长170.48%，主要系本期销售商品收回的现金及用票据结

算方式支付的货款较上期增加所致； 

（2）本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47734.85万元，主要系本期利用闲置资金购买理

财产品流出53364.23万元，另云冷智慧冷链物流综合服务中心项目2018年上半年尚处于建设期，该项目于

2018年末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故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支出的金额较上期减少4364.59万元； 

（3）本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下降25.11%，主要系本期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及偿还债务

支付的现金净额较上期减少19782.25万元，本期分配股利支付的现金较上期增加4148.41万元，另，本期

收到票据贴现融资款13029.95万元，收到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认购款2954.41万元，而去年同期无此两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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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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拟向长沙共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湖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湖南资管”）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武汉第二电线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

汉二线”）79.33%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重组”）。 

2019年3月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19年8月2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等相关议案。 

2019年9月10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中

小板重组问询函（需行政许可）【2019】第33号）（以下简称“《问询函》”）。2019年9月19日，公司就《问

询函》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回复，并同时披露了《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等有关文件。 

2019年10月8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重组的相关议案。 

2019年10月11日，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湖南资管完成武汉二线100%股权资产评估结果在湖南省财政厅

的评估备案，并取得《金融企业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 

2019年10月1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192618）。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

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截至目前，公司重组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存在不确定性。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拟向长沙共

举、湖南资管以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的方式购买其

合计持有的武汉

二线 79.33%股权

并募集配套资金 

2019年3月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等公告（公告编号：2019-023至2019-029） 

2019年4月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46) 

2019年5月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50) 

2019年6月7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56) 

2019年7月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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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61） 

2019年8月2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等公告（公告编号：2019-063至2019-067） 

2019年9月1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重组

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0） 

2019年9月2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金

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之回复公告》（公告编号：

2019-071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说明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2） 

2019年10月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19-073） 

2019年10月11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交易对方湖南资管取得国有资产评估备案文件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74） 

2019年10月1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

请受理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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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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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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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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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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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学愚 

2019 年 10 月 23 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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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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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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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五、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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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委托理财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