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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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280,370,180.04 973,591,896.19 31.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6,038,031.63 12,422,035.75 109.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9,393,520.25 5,099,761.04 280.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25,072,252.37 -256,661,197.10 12.3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80 0.0229 109.6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80 0.0229 109.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3% 0.9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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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6,390,214.79 3,815,802,100.54 6.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71,969,075.77 1,337,108,874.60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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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67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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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88,623.5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9,075.68  

减：所得税影响额 2,215,334.1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025.07  

合计 6,644,511.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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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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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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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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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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5% 1,346,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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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20% 1,086,100    

莆田市荔城区财

政局 
国有法人 0.20% 1,064,812    

吴凤英 境内自然人 0.18% 1,000,000    

罗申 境内自然人 0.18% 987,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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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州太顺实业有限公司 121,064,585 人民币普通股 121,064,585 

福建亿力集团有限公司 104,752,148 人民币普通股 104,752,148 

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 94,195,869 人民币普通股 94,195,869 

南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8,155,835 人民币普通股 18,155,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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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192,920 人民币普通股 7,192,920 

李宗彬 1,346,781 人民币普通股 1,346,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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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6,100 人民币普通股 1,086,100 

莆田市荔城区财政局 1,064,812 人民币普通股 1,064,812 

吴凤英 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 

罗申 987,480 人民币普通股 987,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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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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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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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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项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增减额 增减幅度  备注  

货币资金 454,885,469.82 348,464,494.28 106,420,975.54 30.54% 

本期汇票、信用证、保函保证

金增加使得货币资金相应增

加 

交易性金融资

产 
7,583,049.38 不适用 7,583,049.38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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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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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付款项 15,530,139.26 7,947,030.15 7,583,109.11 95.42% 

控股子公司上杭铜业销售增

长，相应增加预付电解铜材料

采购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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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776,132.00 不适用 65,776,132.00  

同上 

其他非流动资

产 
6,381,612.66 3,110,971.35 3,270,641.31 105.13% 

主要是控股子公司上杭太阳

铜业预付工程款。 

预收款项 271,388,686.20 396,494,649.33 -125,105,963.13 -31.55% 

主要是报告期内履行2018年

末的定单，使得本期末预收账

款相应减少。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额 增减幅度 备注 

营业收入 1,280,370,180.04 973,591,896.19 306,778,283.85 31.51% 

其中电线电缆产品销售同比

增加收入21,466.65万元，增长

32.17%，铜产品销售收入增

加 8,607.42 万 元 ， 增 长

28.42%。 

税金及附加 7,338,586.86 4,176,833.56 3,161,753.30 75.70% 
主要是销售增长，增值税增加

使得增值税附加税相应增加。 

销售费用 18,538,764.74 12,816,160.85 5,722,603.89 44.65% 主要是销售增长，运杂费和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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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薪酬相应增加。 

研发费用 6,661,308.66 1,106,074.02 5,555,234.64 502.25% 

主要是上年同期有8个项目是

从18年3月开始研发，今年是

从1月开始研发。 

财务费用 21,093,641.57 11,890,984.77 9,202,656.80 77.39% 

主要是本期销售增长，应收账

款和存货占用增加，使得融资

总额增加，提高了财务费用。 

资产减值损失 6,314,364.15 3,198,604.09 3,115,760.06 9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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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收益 122,698.79 302,210.09 -179,511.30 -59.40% 
主要是上期确认了理财产品

和新股认购的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 
- -590,002.11 590,002.11 -100.00% 

主要是上期套期保值产生浮

动亏损59万元。 

资产处置收益 -98,500.23  -98,500.23 不适用 
本期控股子公司上杭铜业转

让了部分固定资产 

营业外收入 10,926.63 55,505.52 -44,578.89 -80.31% 
主要是上年同期报废固定资

产处置利得收益3.05万元。 

营业外支出 238,179.41 100,009.70 138,169.71 138.16% 
主要是本期非流动资产处置

产生损失。 

所得税费用 9,048,764.27 6,001,823.75 3,046,940.52 50.77%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相应增加

所得税。 

现金流量表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额 增减幅度 

备注 

经营活动现金

流入小计 
1,180,616,251.05 916,014,039.38 264,602,211.67 28.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较上年同期少流出

3,158.59万元，主要是2019

年一季度销售商品、提供

劳务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

了26,413.21万元；购买商

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较上年同期增加17328.42

万元；支付的各项税费同

比增加2,074.95万元，支付

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同比增加3,514.9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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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 

经营活动现金

流出小计 
1,405,688,503.42 1,172,675,236.48 233,013,266.94 19.87%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25,072,252.37 -256,661,197.10 31,588,944.73 12.31% 

投资活动现金

流入小计 
280,000.00 124,825,357.00 -124,545,357.00 -99.7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较上年同期少流出

1,864.22万元，主要是本期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投资活动现金

流出小计 
21,772,162.02 164,959,674.07 -143,187,512.05 -8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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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1,492,162.02 -40,134,317.07 18,642,155.05 46.45% 

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减少1,616.24万元，投资

支付的现金减少305.32万

元，两者共同作用使得投

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同比

上升46.45%。 

筹资活动现金

流入小计 
1,161,660,000.00 760,000,000.00 401,660,000.00 52.8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2,121.06万元，增长7.39%，

主要是本期取得借款收到

的现金净额为33,266万元，

较上年同期的30,100万元，

增加了3166万元；由于利

息支出增加1,044.94万元，

两者共同作用使得筹资活

动净额增加2,121.0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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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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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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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94,988.11    63,676,132. 原始认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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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00 

股票    28,084.38   28,084.38 自有资金 

期货 
5,379,680.

00 
-634,250.00  4,250,182.53 

1,440,647.5

3 
 

7,554,965.0

0 
自有资金 

合计 
10,929,161

.18 
-634,250.00 43,594,988.11 4,278,266.91 

1,440,647.5

3 
0.00 

71,259,181.

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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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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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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