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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00                               证券简称：太阳电缆                          公告编号：2019-017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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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文亮 董事 工作原因 李云孝 

林俊杰 董事 工作原因 陈方 

孙立新 董事 工作原因 魏志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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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7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

金红利 1.20 元（含税），送红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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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主营业务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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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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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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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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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行业情况说明 

    电线电缆是输送电（磁）能、传输信息和实现电磁能量转换的线材产品，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各个领

域，被喻为国民经济的“血管”与“神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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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能源、建筑、交通、通信、汽车以及石

油化工等领域，其发展受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环境、国家经济政策、产业政策走向以及各相关行业发展状

况的影响，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国家电网建设、交通设施建设等的投入，以及产业结构调整

升级等带来电线电缆新增长点，给电线电缆行业发展带来市场机遇。 

    公司经过60年的发展和积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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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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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4,612,067.33 4,094,644,605.90 24.67% 3,479,301,279.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2,845,230.28 101,841,214.64 10.81% 155,330,820.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3,648,225.29 68,364,071.04 22.36% 123,454,930.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1,934,329.43 224,099,759.66 -158.87% 385,640,933.8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79 0.1877 10.76% 0.286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79 0.1877 10.76% 0.28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44% 7.61% 0.83% 11.85%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3,815,802,100.54 3,240,105,234.30 17.77% 3,071,703,129.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37,108,874.60 1,327,792,732.42 0.70% 1,337,973,9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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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3,591,896.19 1,287,246,243.34 1,420,234,669.11 1,423,539,258.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422,035.75 28,881,588.98 36,883,243.25 34,658,362.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099,761.04 21,059,508.52 28,467,781.32 29,021,17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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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6,661,197.10 -278,744,330.49 -122,223,406.31 525,694,60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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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7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59,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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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195,869    

南平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5% 18,155,835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33% 7,192,920    

李宗彬 境内自然人 0.55% 3,007,081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摩根士丹利

华鑫多因子精

选策略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国有法人 0.26% 1,420,600    

许长虹 境内自然人 0.22% 1,218,179    

李才坤 境内自然人 0.21% 1,160,000    

莆田市荔城区

财政局 
国有法人 0.20% 1,064,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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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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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指标 

报告期内，公司合并报表实现营业总收入510,461.21万元，同比增加100,996.75万元，增长24.67%；实

现利润总额16,197.76万元，同比增加1,504.04万元，增长10.24%；实现净利润12,201.60万元，同比增加

1,126.69万元,增长10.17%，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284.52万元，较上年同期10,184.12万元, 增

加1,100.40万元，增长10.8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33,710.89万元，较年初132,779.27 万元，

增长0.70% ，每股净资产2.46元，较年初增长0.70%。 

（二）市场拓展 

2018年度，公司持续发展福建省内县级分销网络，提升太阳产品在县级市场的占有率，积极发展省外

代理网络，经过合并优化后福建省授权专卖店增加到160家，通过专卖店营销模式实现销售收入260，247.25

万元，较去年同比增长3.76%；新增省外代理商37个，代理商数量增加到200个，省外销售大区8个，营销

网络覆盖全国主要大中型城市，此外，公司积极开拓各省电力公司的配网项目，努力开拓县市电力市场；

针对全国性的大型客户施行定向营销；加强电子商务渠道的建设；成立军民融合办，拓展军工渠道，力求

实现多领域的全面营销。 

    (三)产品技术与研发 

2018年，公司中心试验室经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的现场评审和评定，获得了中国合格评定国

家认可委员会颁发的实验室认可证书。 

报告期内，公司自主研发的项目及成果有：（1）WDZB1-YJY电缆，目前完成产品结构设计和材料

试制，各类样品处于试制阶段；（2）WDZB2-BYJ电线，目前已完成产品结构设计和材料的试制，样品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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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试制阶段；（3）聚氨脂护套芳纶编织加强卷筒电缆，目前该产品已投入生产；（4）矿物绝缘电缆(RTTZ、

WDZ-RTTYZ)，目前该产品已送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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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1,262,233.94 61,547,828.03 7.49% -1.98% 1.43% 0.25% 

建筑用线 857,958,561.43 183,039,022.06 21.33% 16.03% 4.58% -2.34% 

特种电缆 1,741,469,330.92 152,167,356.53 8.74% 34.84% 104.76% 2.98% 

铜杆 1,092,833,198.55 14,316,114.90 1.31% 24.29% 35.68%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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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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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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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除尚未执行

新金融工具准则以及新收入准则外，本公司将“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归并至新增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

款”项目，将“应收股利”及“应收利息”归并至“其他应收款”项目，将“固定资产清理”归并至“固定资产”项目，

将“工程物资”归并至“在建工程”项目，将“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归并至新增的“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

目，将“专项应付款”归并至“长期应付款”项目；在利润表中的从“管理费用”项目中分拆“研发费用”项目，

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分拆“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

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本公司相应追溯重述了比较期报表。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合并及公司净利润和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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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无影响。 

除上述以外，本报告期公司未发生其他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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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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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李云孝 

 

                                                              2019 年 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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