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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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162,103,278.10 848,672,271.09 848,672,271.09 36.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7,570,609.05 25,445,223.36 25,445,223.36 47.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2,439,158.11 23,589,751.24 23,589,751.24 37.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37,321,544.58 -258,286,024.75 -239,576,024.75 -40.8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8 0.046 0.046 47.8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8 0.046 0.046 47.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9% 1.11% 1.11%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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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5,489,618.40 4,174,839,583.98 4,174,839,583.98 -2.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89,090,083.34 2,345,857,504.93 2,345,857,504.93 1.84%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发布的财会[2018]15 号《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

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及财政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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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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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84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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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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86,83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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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430.7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2,719.86  

减：所得税影响额 848,889.1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22,486.28  

合计 5,131,450.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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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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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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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3% 115,188,480 0 质押 101,649,990 

湖南闽能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41% 29,928,960 0 质押 29,928,960 

范志宏 境内自然人 3.56% 19,672,000 14,754,000 质押 19,672,000 

周祖勤 境内自然人 2.35% 12,992,000 9,744,000 质押 12,992,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99% 11,009,500 0   

孙文辉 境内自然人 1.44% 7,977,000 0   

陈海兵 境内自然人 0.96% 5,312,000 3,984,000   

黄喜华 境内自然人 0.71% 3,944,700 3,944,700 质押 3,060,000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其他 0.71% 3,940,92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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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保险产品 

诸毅 境内自然人 0.62% 3,409,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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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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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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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文稠 2,822,865 人民币普通股 2,822,865 

车斌 2,3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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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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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货币资金较年初减少49.99%，主要系本期用现金支付的材料款金额及支付上年开具承兑汇票的到期

款较大所致； 

（2）交易性金融资产较年初减少86.51%，主要系持仓的套期工具公允价值较年初减少所致； 

（3）在建工程较年初增长69.57%，主要系金杯电工新能源基建项目投入增加所致； 

（4）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减少55.37%；主要系本期支付了上年计提的2018年度员工年终奖所致； 

（5）应交税费较年初减少81.91%，主要系本年缴纳了上年应交税金所致； 

（6）其他综合收益较年初增加55.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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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名称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162,103,278.10    848,672,271.09     313,431,007.01  36.93% 

营业成本    982,857,718.20    739,719,359.53     243,138,358.67  32.87% 

销售费用     62,991,135.79     39,772,219.17      23,218,916.62  58.38% 

管理费用     30,352,999.77     17,941,206.82      12,411,792.95  69.18% 

科目名称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货币资金    337,556,204.38     674,991,699.69    -337,435,495.31  -49.99% 

 交易性金融资产      3,936,600.00      29,184,148.75     -25,247,548.75  -86.51% 

 在建工程     23,212,308.93      13,688,627.91       9,523,681.02  69.57% 

 应付职工薪酬     21,466,324.35      48,095,854.05     -26,629,529.70  -55.37% 

 应交税费      3,418,723.62      18,897,386.07     -15,478,662.45  -81.91% 

 其他综合收益     -4,544,795.47     -10,206,764.83       5,661,969.36  5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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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费用     31,102,192.04     16,528,498.84      14,573,693.20  88.17% 

财务费用      4,977,917.50     -1,803,723.80       6,781,641.30  375.98% 

资产减值损失      3,841,863.35        417,373.32       3,424,490.03  820.49% 

其他收益      5,967,832.23      1,501,739.70       4,466,092.53  297.39% 

投资收益       -835,021.25       -266,334.34        -568,686.91  -213.52% 

资产处置收益         81,843.50         -5,384.72          87,228.22  1619.92% 

营业外收入        279,608.06        649,770.28        -370,162.22  -56.97% 

营业外支出        167,888.20         18,337.50         149,550.70  815.55% 

所得税费用      8,081,795.04      5,440,296.59       2,641,498.45  48.55% 

净利润     38,576,888.03     27,700,872.82      10,876,015.21  39.26%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

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5,661,969.36    -39,175,697.88      44,837,667.24  114.45%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

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244,757.87     -1,680,611.85       1,925,369.72  114.56% 

（1）本期营业收入较上期增长36.93%，主要系本期电线电缆板块销量增长所致； 

（2）本期营业成本较上期增长32.87%，主要系本期销量增长，营业成本自然增长所致； 

（3）本期销售费用较上期增长58.38%，主要系本期销量增长，销售费用自然增长所致； 

（4）本期管理费用较上期增长69.18%，主要系本期预提奖金较上期增加所致； 

（5）本期研发费用较上期增长88.17%，主要系公司不断加大研发力度，本期研发投入较大所致； 

（6）本期财务费用较上期增长375.98%，主要系本期借款利息费用及票据贴现费用较上期增加所致； 

（7）本期资产减值损失较上期增长820.49%，主要系本期应收账款计提的坏账准备较上期增加所致； 

（8）其他收益较上期增长297.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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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本期投资收益较上期减少213.52%，主要系母公司确认对联营、合营企业的投资亏损较上期增加所致； 

（10）本期资产处置收益较上期增加8.72万元，主要系本期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金杯电缆资产处置收益较

上期增加所致； 

（11）本期营业外收入较上期减少56.97%，主要系本期计入营业外收入的政府补助同比减少所致； 

（12）本期营业外支出较上期增长815.55%，主要系本期发生捐赠支出及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所致； 

（13）本期所得税费用较上期增长48.55%，主要系本期利润总额较上期增长，所得税费用自然增长； 

（14）本期净利润较上期增长39.26%，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增长、毛利额增长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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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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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3.77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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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较上期增加192.54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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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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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321,544.58 -239,576,024.75 -97,745,519.83 -40.8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345,396.03 -44,255,291.95 15,909,895.92 35.9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511,687.78   1,100,000.00 18,411,687.78 -1673.79% 

（1）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减少40.80%，主要系本期支付的购买材料款及承兑到期款

较上期增长较大所致； 

（2）本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35.95%，主要系云冷智慧冷链物流综合服务中心

项目2018年1季度尚处于建设期，该项目于2018年末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因此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支出的

金额较上期减少所致； 

（3）本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增加1841.12万元，主要系本期全资子公司金杯电缆取得短

期借款3000万元，控股子公司金杯电磁线支付少数股东分红款600万元，另本期母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金杯

电缆偿付借款利息较上期增长348.83万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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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9年，公司筹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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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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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33%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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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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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摘要的相关议案。   

截至目前，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组事项的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公司将在相关审计、

评估工作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对上述事项进行审议，并由董事会召集股东大会审议与本次重组相关的

议案。本次重组尚需交易对方湖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国有资产转让相关程序，并需获得中国证监会

的核准等，本次重组能否通过以上条件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继续推进相关工作，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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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2019年，公司筹划实施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19年3月10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及相关议案。 

2019年4月2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及相关议案。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的相关公告 

2019 年 03 月 0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19-023 至 2019-029） 

2019 年 04 月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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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

公告 

2019 年 03 月 11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19-030 至 2019-033） 

2019 年 03 月 22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监事会关于 2019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和公示情况说明》（公告

编号：2019-035 ) 

2019 年 04 月 03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19-044 至 2019-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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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

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

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无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公司实际控

制人吴学愚

夫妇、公司股

东深圳市能

翔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湖

南闽能投资

有限公司；本

股份

锁定

及避

免同

业竞

争的

承诺 

（一）股份锁定的承诺：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吴学愚、范志宏、周祖勤、

陈海兵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持有公司

股份余额不足 1,000 股时可以不受上述比例限

制；离任后六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

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

2010

年 12

月 22

日 

 
严格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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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和

高级管理人

员；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的股东。 

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二）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公司控股股东能翔投

资、实际控制人吴学愚夫妇和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向公司出具了《关于不从事同业

竞争的声明和承诺》，声明和承诺如下：1、未

以任何方式直接或者间接从事与金杯电工相

竞争的业务，未拥有与金杯电工存在同业竞争

的企业的股份、股权和其他权益；2、在持有

金杯电工股份期间，不会以任何方式从事对金

杯电工生产经营构成或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

业务或经营活动，也不会以任何方式为金杯电

工的竞争企业提供资金、业务及技术等方面的

帮助。公司全体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做出

《竞业禁止声明》：未经公司股东大会同意，

不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

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

公司同类的业务。 

股权激励承诺 无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无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

毕的，应当详细说明未

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

及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不适用 

四、对 2019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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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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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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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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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