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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00                               证券简称：太阳电缆                       公告编号：2017-019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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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立新 董事 出差 林俊杰 

张珍荣 董事 出差 马丕忠 

李文亮 董事 出差 李云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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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542,7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1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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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电缆 股票代码 00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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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永涛 廖丹 

办公地址 福建省南平市工业路 102 号 福建省南平市工业路 102 号 

电话 0599-8736341 0599-8736341 

电子信箱 sunbss@163.com liaodan0120@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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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营业务概述 

       公司主要以电线电缆的生产和制造为主营业务，产品主要为电力电缆、特种电缆、建筑用线、装备

用线、数据电缆、架空线等，公司电线电缆产品涵盖1000多种型号，25000多种规格，具备为国内外各级

重点工程提供全方位配套的能力，产品主要用于输送电能、传递信息和制造各种电机、电器、仪表所不可

缺少的器材，被誉为国民经济的“血管”和“神经”。 

（2）行业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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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线电缆产品广泛应用于能源、交通、通信、汽车以及石油化工等产业，随着国家电网建设、地铁项目、

高铁项目等相继投入建设，以及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等带来电线电缆新增长点，给

电线电缆行业创造了巨大市场机遇。但目前，国内电线电缆企业数量多、规模小、产业集中度低，产品同

质化严重、大型顾客还价能力强、产品地域性强，市场竞争激烈，价格竞争仍然是行业竞争的主要手段。 

公司经过近60年的发展和积累，现为福建省最大的综合性电线电缆生产基地，是电力、通信、交通、

国防等行业相关重点建设项目的重要合作伙伴。公司主要产品历年在福建省处于市场主导地位，产品在品

质、规模、成本、销售网络、售后服务等各方面，在省内较之其他市场竞争对手具有较大优势，在福建市

场享有很高的美誉度和市场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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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3,479,301,279.19 3,603,373,823.29 -3.44% 3,353,542,537.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5,330,820.13 181,099,945.37 -14.23% 166,484,273.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3,454,930.10 128,292,582.78 -3.77% 99,662,883.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5,640,933.80 211,153,657.37 82.64% 467,563,460.5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 0.33 -12.12% 0.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 0.33 -12.12% 0.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85% 14.57% -2.72% 14.06%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3,071,703,129.52 3,048,399,292.76 0.76% 2,777,923,976.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37,973,941.13 1,276,107,569.70 4.85% 1,221,110,06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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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1,789,588.49 879,598,249.14 898,370,486.29 979,542,955.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671,222.54 49,761,549.14 43,237,075.06 39,660,973.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483,360.42 46,433,774.58 40,107,956.81 18,429,838.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9,917,568.07 162,041,999.41 240,983,726.93 62,532,77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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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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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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5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7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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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州太顺实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31% 121,064,585    

福建亿力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30% 104,752,148    

厦门象屿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36% 94,195,958    

南平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5% 18,155,801    

阴宁 境内自然人 1.82% 9,880,76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33% 7,192,920    

谢仁国 境内自然人 1.10% 5,972,368    

福建福能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9% 4,275,504    

陈秀镇 境内自然人 0.67% 3,650,299    

叶蔚华 境内自然人 0.42% 2,265,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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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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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同期变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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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公司董事会围绕公司战略规划和年度经营目标，充分利用公司的品牌效应、销售渠道、技术和

管理等优势，使公司保持平稳有序的发展。 

（一）经营指标 

2016年公司合并报表实现营业总收入347,930.13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2,407.25 万元，由于2016年平

均采购铜价较上年同期下降6.86%，铝价较上年同期下降0.78%，使得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3.44%，实

现营业利润17,472.66万元，同比上升18.10%，实现利润总额21,960.08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243.42万元，

下降12.87%，实现净利润 16,488.34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459.89万元，下降12.98%，其中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15,533.08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576.91万元,下降14.2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133,797.39万元，较年初增长4.85% ，每股净资产2.58元， 较年初下降12.24%。 

（二）退城入园 

2016年，福建南平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关于拨付太阳电缆因搬迁而增加的费用支出补偿款的

通知》（南工管综[2016]49号），因公司根据南平市城市总体规划，响应政府《关于鼓励中心城市企业退

城入园的若干意见》进行了旧厂区的整体搬迁，且截止2015年底公司整体搬迁工作顺利结束，由南平市财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政局拨付公司因搬迁而增加的费用支出补偿奖励款计1.14亿元，目前该笔补偿奖励款1.14亿元人民币已到

账,公司将持续关注《关于实施“退城入园”暨部分土地收储的议案》的实施进展情况。 

（三）市场拓展 

2016年度，福建省授权专卖店140家，通过专卖店销售实现营业收入为239,377.59万元，占母公司营业

收入的72.3%，同比增长12.6%；新增代理商8家,组建销售大区8个,截止目前代理商共146家,覆盖全国主要

大中型城市。 

报告期内，公司着力开拓各省电力公司的配网项目和全国性的大型客户，有效地提升了电力市场占有

率和销售渠道资源，开发了南方电网、北京电力、湖北电力、浙江电力、福州地铁、厦门地铁、郑州地铁、

南宁地铁等电力客户和一批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同时公司积极探索电商品牌销售渠道，建立了太阳电缆天

猫旗舰店，2016年5月上线至2016年12月累计销售105.21万元。 

(四)产品技术与研发 

2016年,公司研发了电动汽车充电设备装置电缆、双层共挤绝缘辐照电线（70年寿命）、辐照交联低

烟无卤尼龙电线、厦门地铁110KV阻燃物理防白蚁电缆、中压煤矿电缆。 

截止目前，电动汽车充电设备装置电缆已按TUV标准设计电动汽车充电桩电缆产品结构，做好认证产

品规格，各类样品完成检测，已通过德国莱茵认证；双层共挤绝缘辐照电缆（70年寿命），样品WDZC-GYJS(F) 

/90- 450/750  1×2.5，产品通过国家电线电缆检测中心检测；辐照交联低烟无卤尼龙电线，样品：WDZ-BYJN- 

450/750  1×2.5，产品已提供给福州分销部试销；厦门地铁110 kV阻燃物理防白蚁电缆，已送检获得广州昆

虫研究所检测报告，现已生产两批次；中压煤矿电缆，主要用于露天矿和地底下矿用等场合作为大型综合

采煤机组的动力电缆，三层共挤橡套生产线正在试机，完成产品工艺设计，已有产品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共获得专利23项，其中：发明专利1项，实用新型专利22项。 

 (五)行业前景 

“十三五”期间，在国际经济缓慢复苏和国内经济新常态条件下，我国能源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呈现出新

特点。尽管未来能源总量增长将放缓，但电力增长将保持一定的势头，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后期和城镇化中

期，仍需大量电力支撑，新能源发展，包括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以及核能等都要通过转化为电

能而开发利用，且能源东西转移的大格局不会变，需通过便捷高效的电力输运方式来实现。目前，国家正

在编制“十三五”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加强轨道交通建设，要把十三五规划纲要里面的铁路、公路、机

场、航电、地铁、枢纽都要具体化，一系列的政策规划的落实将会给电线电缆行业带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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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4,632,325.80 69,977,933.97 9.40% -2.40% -26.79% -3.13% 

建筑用线 699,884,191.49 193,944,803.95 27.71% 5.55% 21.24% 3.58% 

特种电缆 1,318,394,621.14 152,037,408.89 11.53% 0.69% -11.39% -1.58% 

铜杆 427,934,700.06 8,901,041.76 2.08% -27.45% -6.27%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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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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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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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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本期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新增2家公司，其中： 

1、武夷山太阳酒店有限公司系由公司投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1,600万元，公司持股比例

100%。 

2、福建南平太阳铜业有限公司系由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福建上杭太阳铜业有限公司投资设立，该公司

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人民币，由福建上杭太阳铜业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云孝 

 

                                                               2017 年 4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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