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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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云孝、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石利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张益金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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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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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6,404,075.96 3,815,802,100.54 12.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406,283,038.73 1,337,108,874.60 5.17%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822,717,715.95 28.34% 4,828,987,512.80 31.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53,747,345.61 45.72% 127,349,013.52 62.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6,766,388.69 64.28% 107,377,873.16 96.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10,936,370.09 272.58% -102,843,666.99 84.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00 45.63% 0.2133 62.8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00 45.63% 0.2133 62.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3% 1.07% 9.09%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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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7,0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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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20,18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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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489.5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37,776.64  

减：所得税影响额 6,680,4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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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9,871.92  

合计 19,971,140.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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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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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州太顺实业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31% 133,171,044    

福建亿力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30% 115,227,363    

厦门象屿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36% 103,615,456    

南平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5% 19,971,419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3% 7,912,212    

赵东岭 境内自然人 0.39% 2,318,521    

莆田市荔城区财

政局 
国有法人 0.20% 1,171,293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诺

安先锋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13% 758,770    

李寿顺 境内自然人 0.11% 683,050    

李大同 境内自然人 0.11% 676,33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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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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州太顺实业有限公司 133,171,044 人民币普通股 133,171,044 

福建亿力集团有限公司 115,227,363 人民币普通股 115,227,363 

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 103,615,456 人民币普通股 103,615,456 

南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9,971,419 人民币普通股 19,971,41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912,212 人民币普通股 7,912,212 

赵东岭 2,318,521 人民币普通股 2,318,521 

莆田市荔城区财政局 1,171,293 人民币普通股 1,171,29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诺

安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58,770 人民币普通股 758,770 

李寿顺 683,050 人民币普通股 683,050 

李大同 676,330 人民币普通股 676,33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不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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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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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额 变动幅度 备注 

货币资金    650,997,913.56     348,464,494.28     302,533,419.28  86.82% 较年初增长86.82%，其中银行存款增加

21704.66万元主要是本期加大了货款回笼

力度。 

交易性金融资

产 

     8,644,341.35   不适用       8,644,341.35  100.00% 系本期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将“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调整至“交易性金融资产”列示所致。

主要反映公司期末持仓的期货合约。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不适用       5,379,680.00      -5,379,680.00  -100.00% 同上 

应收票据     43,110,027.50      94,087,304.75     -50,977,277.25  -54.18% 较年初下降54.18%，主要是公司用收到的应

收票据进行材料结算增加。 

预付款项     17,457,114.08       7,947,030.15       9,510,083.93  119.67% 较年初增长119.67%，主要是销售规模增长，

相应增加预付材料采购。 

其他流动资产      5,785,700.68      13,629,134.41      -7,843,433.73  -57.55% 主要是控股子公司上杭铜业的留抵增值税

减少。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不适用      54,010,144.00     -54,010,144.00  -100.00% 系本期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将“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调整至“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列示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 

    63,271,448.00   不适用      63,271,448.00  100.00% 同上 

其他非流动资

产 

       524,773.43       3,110,971.35      -2,586,197.92  -83.13% 主要是预付工程款已结转到固定资产。 

短期借款  2,152,000,000.00   1,650,000,000.00     502,000,000.00  30.42% 较年初增长30.42%，主要是本期销售增长，

使得短期借款相应增加。 

应付票据     43,200,000.00                -        43,200,000.00  100.00% 本期新增票据结算采购款。 

预收款项    264,735,079.76     396,494,649.33    -131,759,569.57  -33.23% 主要是收到的预收款项，在本期履行合同，

较年初下降33.23%。 

应付职工薪酬     27,114,683.48      19,998,520.07       7,116,163.41  35.58% 主要是效益增长，相应增加工资薪金的计

提。 

应交税费     25,949,433.28      41,045,311.47     -15,095,878.19  -36.78% 主要是支付了到期的增值税和所得税。 

利润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额 变动幅度 备注 

营业收入  4,828,987,512.80   3,681,072,808.64   1,147,914,704.16  31.18% 主要是子公司上杭铜业铜产品销售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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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成本  4,408,881,221.45   3,365,227,826.23   1,043,653,395.22  31.01% 88046.42万元，使得收入成本也相应增长。 

税金及附加     20,121,657.06      14,501,319.79       5,620,337.27  38.76% 主要是销售增长，增值税及增值税附加税相

应增加。 

销售费用    108,041,360.28      78,913,201.03      29,128,159.25  36.91% 主要是销售增长，运杂费和职工薪酬相应增

加。 

研发费用     12,816,561.66       9,517,296.93       3,299,264.73  34.67% 主要是增加研发投入所致。 

投资收益      4,227,721.53        -221,687.35       4,449,408.88  2007.06% 主要是本报告期南平太阳高新扭亏为盈增

加投资收益213.48万元。 

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 

        35,268.48        -575,987.20         611,255.68  106.12% 主要是上期套期保值产生浮动亏损57.6万

元。 

信用减值损失     -6,955,812.69                -        -6,955,812.69  -100.00% 上年同期的资产减值损失包含信用减值和

资产减值，由于不追溯调整，将两者合并比

较。本期信用减值损失，主要是本期销售增

长，以及账龄滚动使得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

提相应增加。资产减值损失主要是本报告期

存货较上年同期减少使得存货跌价准备相

应减少。 

资产减值损失      1,737,183.52     -14,622,310.80      16,359,494.32  111.88% 

资产处置收益       -138,826.76         -50,498.73         -88,328.03  -174.91% 本期控股子公司上杭铜业清理了部分固定

资产。 

营业外收入      1,562,915.00         900,583.04         662,331.96  73.54% 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到相关违约赔偿金。 

营业外支出      1,443,335.03         952,767.54         490,567.49  51.49% 主要是本期非流动资产处置产生损失以及

对外捐赠增加。 

所得税费用     44,757,769.65      29,008,012.90      15,749,756.75  54.29%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相应增加所得税。 

现金流量表项

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额 变动幅度 备注 

经营活动现金

流入小计 

 4,982,548,252.77   3,523,507,924.35   1,459,040,328.42  41.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

少流出5,5478.53万元，主要是2019年1-9月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了

145,898.4万元；主要原材料铜平均采购价

较上年同期下降5.66%，铝平均采购价较上

年同期下降3.66%，使得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80,286.42万

元；支付的各项税费同比增加6,105.77万

元，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增

加3,884万元，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上升

84.36%。 

经营活动现金

流出小计 

 5,085,391,919.76   4,181,136,858.25     904,255,061.51  21.63%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02,843,666.99    -657,628,933.90     554,785,266.91  84.36% 

投资活动现金

流入小计 

     4,783,224.17     258,252,129.30    -253,468,905.13  -98.1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

少流出12,201万元，主要是本期购建固定资

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减

少9,516.22万元，投资支付的现金减少

2,766.77万元，两者共同作用使得投资活动

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上升74.76%。 

投资活动现金

流出小计 

    45,978,865.16     421,457,767.60    -375,478,902.44  -89.09%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41,195,640.99    -163,205,638.30     122,009,997.31  7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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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筹资活动现金

流入小计 

 2,962,000,000.00   2,670,000,000.00     292,000,000.00  10.9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

减少45,566.4万元，下降54.52%，主要是本

期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净额为50,200万元，

较上年同期的98,600万元，减少了48,400万

元，主要是本期多归还贷款。 

筹资活动现金

流出小计 

 2,581,961,147.81   1,834,297,114.50     747,664,033.31  40.76%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80,038,852.19     835,702,885.50    -455,664,033.31  -54.52% 

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净增加额 

   236,006,635.11      14,886,578.92     221,120,056.19  1485.37% 本报告期公司现金净增加额23,600.66万

元，同比增加22,112.01万元，增长

1485.37%。主要是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增加

55,478.53万元，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增加

12,201万元,筹资活动现金净流量减少

45,566.4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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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

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

动 

报告期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内售

出金额 

累计投资收

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股票 
5,549,481.

18 
 41,716,475.12   

2,341,924.0

0 

61,171,448.

00 
原始认购 

期货 
5,379,680.

00 
285,400.00  12,700,342.93 

9,781,726.9

3 
 

8,583,696.0

0 
自有资金 

股票  35,268.48  350,999.29 745,499.51 431,915.09 60,645.35 自有资金 

其他 1,000,000.    1,000,000.0   自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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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0 

合计 
11,929,161

.18 
320,668.48 41,716,475.12 13,051,342.22 

11,527,226.

44 

2,773,839.0

9 

69,815,789.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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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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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00 0 0 

合计 100 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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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云孝 

 

2019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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