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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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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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8483285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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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洋股份 股票代码 00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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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韶敏 谢馥菁 

办公地址 汕头市珠津工业区珠津二街 1 号 汕头市珠津工业区珠津二街 1 号 

电话 0754-88887818 0754-88887818 

电子信箱 peng.shaomin@nanyangcable.com xie.fujing@nanyangcabl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坚持“主业为主，适度多元化”的中长期发展战略，积极寻求、培养新的业绩增长点。

2016年底，公司购买天融信100%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完成资产过

户，自此公司建立了电线电缆、网络安全的双主业平台。 

（一）电线电缆业务 

1.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用途、经营模式、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在电线电缆业务方面，公司主要从事电力电缆、电气装备用电线电缆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主要产品为500kV、220kV、110kV、35kV及以下交联电力电缆、低压电线电缆及特种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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缆等，主要应用在电力、交通、建筑等国民经济的多个领域。公司产品规格众多，具备为国

内外重点工程提供全方位配套的综合能力。 

线缆行业“料重工轻”的特点明显，近年来，铜价波动幅度较大，公司一方面采取以销定

产的方式进行生产经营，另一方面通过套期保值预防铜价波动风险。公司针对客户类型和地

域特点，适时采用自营与经销商销售等多种销售模式，持续优化、扩充销售团队，巩固传统

优势市场并积极拓展新兴市场。 

报告期内，线缆行业的竞争压力持续，公司业绩驱动的主要因素为：团队综合管理能力

强、客户需求响应速度快；合同及采购管理措施到位，成本控制得当；质量体系落实到位，

品牌美誉度高；技术实力和技术服务水平位于同行前列。 

2.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线缆行业由于肩负着电力和通信两大国民经济支柱行业的配套职能，起到输送能源和传

递信息的重要作用，被誉为国民经济的“血管”和“神经”，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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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竞争仍然

是行业竞争的主要手段。 

报告期内，传统的实体制造业下行压力巨大，线缆行业产能过剩、利润微薄、成本上升

的矛盾日益突出；铜材价格波动幅度较大，存货管理风险增大；线缆行业资源不断整合优化，

具有先发优势和深厚技术积累的企业领跑行业，行业竞争格局逐渐明朗。身处“微利”电线电

缆行业需要深耕技术、深耕行业，提升核心竞争力，为高质量发展积蓄更多的势能。 

2018年1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布了《质检总局关于2017年电线电缆产品质量

国家监督专项抽查情况的通报》。通报显示，样品不合格率为13%。此轮抽检加大了抽查覆

盖面，加大了跟踪抽查力度，对电线电缆集中产区突出抽查。 

2018年2月，国家电网公司印发了《关于提升采购设备质量的若干意见》。国家电网强调，

要加大对发生故障、检测不合格、违法违规等供应商的处理力度，努力打造结构合理、设备

优良、技术先进、管理科学的本质安全电网。  

为切实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国家质检总局决定，

2018年继续组织全国质检部门开展“质检利剑”行动，全力加大执法打假力度和区域集中整治

力度，切实保持严厉打击质量违法行为的高压态势。2018年3月，国家质检总局印发《2018

年“质检利剑”行动工作方案》，《方案》要求抓好五个专项行动，明确将“电线电缆打假”纳

入年度重点治理范围，依法严查电线电缆无证生产、不符合标准、以次充好等违法行为。 

2018年12月，国家电网电子商务平台发布了《对供应商不良行为的处理措施》，国家电

网公司对《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理管理细则》再次进行了修订。 

全行业日益重视电线电缆质量，使得线缆行业恶性竞争得到一定缓解，从拼价格转向拼

质量的趋势日渐明显，质量好、信誉佳的品牌企业更受客户青睐。 

公司深耕线缆行业30多年，有着良好的品牌、技术和渠道优势；依靠多年丰富的市场实

战经验以及信息渠道优势，公司及时调整铜材采购模式、加强合同订单管理，最大限度地降

低铜材价格波动风险；公司始终贯彻“以市场为导向、以质量为生命”的企业宗旨，通过加强

人员培训、完善工艺流程、强化质量检验手段等措施，确保按时保质交货。报告期内，电线

电缆业务稳中有升，继续保持华南地区的龙头企业地位。 

（二）网络安全业务 

1．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用途、经营模式、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天融信自设立以来一直专注于网络安全领域，为政府、军队、金融、运营商、能源、卫

生、教育、交通、制造等各行业企业级用户提供网络安全及大数据产品和安全服务，致力于

帮助客户降低安全风险，创造业务价值。各主要产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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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全及大数据产品：主要包括安全网关、安全检测、安全接入、数据安全、云安全、

大数据、端点安全、企业安全无线等相关产品。  

（2）安全服务：主要包括安全云服务、安全咨询与评估服务、安全运维服务、安全研究

与开发服务、安全产品增值服务、安全租赁服务等。  

报告期内，针对网络安全形势的变化和客户需求，天融信深化落实向“网络安全、大数据

与安全云服务提供商”战略转型工作，持续提升网络安全及大数据产品和安全服务两条业务主

线核心竞争力，在云安全、数据安全、移动安全、端点安全、态势感知、工业互联网安全、

下一代互联网安全等重点技术领域成果显著，进一步深入耕耘行业市场，国产化市场持续发

力。 

2．客户所处行业相关的宏观经济形势、行业政策环境和信息化投资需求等外部因素的变

化情况 

受技术发展和政策推动双重因素影响，我国网络安全市场呈持续高速增长。 

报告期内《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行动计划（2018—2020年）》、《推进互联网协议第

六版（IPv6）规模部署行动计划》、《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和欧盟GDPR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公安机关互联网安全监督检查规定》、《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

安全规范》等国内外多个对网络安全行业具有重大影响的政策文件发布，使十三五期间信息

化建设中网络安全管理和政策符合性需求进一步放大，网络安全产业迎来新一轮的发展机遇

期。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和智能化技术发展，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下一代互

联网应用丰富，新应用、新业务驱动网络安全的需求向云安全、数据安全、移动安全、物联

网安全、工业互联网安全、下一代互联网安全等更广阔领域扩展。  

鉴于国内IT产业发展趋势，随着“自主可控”产业链的完善，基于“自主可控”技术的网络

安全市场将迎来较大发展。按照《关于贯彻落实的通知》要求，随着IPv6部署力度加大与业

务普及，将出现“下一代互联网”的安全需求。  

3．公司已采取的应对措施  

近年来，天融信在云安全、数据安全、工控安全、自主可控和下一代互联网安全、物联

网安全、终端威胁防护方面持续投入，陆续推出相关安全产品和解决方案。  

针对云计算，天融信作为获取了VMware Ready for Networking and Security认证的网络安

全厂商，成为VMware网络和安全服务的合作伙伴，为政府、金融、能源等行业的VMware用

户提供安全保障能力，并与华为、浪潮、京东、阿里、腾讯及亚马逊等国内外多家云厂商合

作，提供面向等级保护及增强需求的云安全产品和解决方案，保障云数据中心边界、云平台

及云租户的安全，同时提供面向云的安全咨询、安全管理及运维服务，满足云安全专业化和

个性化需求，让用户安全上云，业务持续稳定运行。  

面对日趋严峻的数据安全风险，天融信持续投入数据安全技术和产品研发，已拥有覆盖

从数据产生、存储、处理、应用、流动、销毁的数据全生命周期的解决方案，并已成功应用

在大型金融、能源、公安、政府、卫生、教育、军工、军队等行业客户的数据安全保护和数

据隐私保护中。 

智能制造带来工业互联网快速发展及其安全需求的增长，天融信多年前已成立针对工控

系统和物联网设备安全漏洞研究团队，参与等保2.0等近十项工控网络安全标准制定，形成了

主机安全、安全防护、安全检测、安全隔离、安全管理与态势感知的工业互联网产品体系及

解决方案，并已成功应用于能源、制造、交通、烟草等行业。 

多年来，天融信基于“自主可控”技术研制了下一代防火墙、入侵检测系统、安全隔离与

交换系统、安全接入、安全认证网关、端点检测与响应（EDR）、虚拟化安全、安全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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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等自主可控产品，并在军队、政府等客户处得以应用。 

天融信已承担并顺利完成2012年国家下一代互联网信息安全专项（下一代互联网防火墙

产业化项目、下一代互联网VPN设备产业化项目、下一代互联网审计系统产业化项目），目

前，公司全线产品支持IPv6，其中下一代防火墙、入侵检测系统、入侵防御系统、防病毒网

关、应用安全网关、WAF、VPN、负载均衡、上网行为管理、网络审计、数据库审计等已通

过IPv6 Ready金牌认证，并在税务、能源、教育行业得到应用。 

在万物互联发展趋势下，天融信近几年持续投入研究与开发，参与《信息安全技术物联

网感知层接入通信网的安全要求》国家标准编写，面向运营商物联网平台建设、智慧小镇、

智慧城市等领域研发物联网可信标识系统和物联网安全网关等产品，构成物联网安全整体解

决方案。 

近几年随着勒索病毒的频繁爆发，终端安全威胁问题再次成为焦点，天融信提出“泛终端

安全”概念，发布终端杀毒、终端接入、终端管控与审计产品，覆盖Windows、Linux、国产

CPU与国产操作系统、工控等终端平台，构建覆盖云管端的纵深防御体系，并在政府、医疗、

文化教育卫生、企事业单位、军队、军工、运营商、制造等各行业得到广泛应用。 

4.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非传统安全的网络安全威胁的存在是驱动网络安全行业发展的原动力，随着互联网化和

数字化的发展，网络安全威胁形势严峻，网络安全行业保持快速发展的态势，目前处于成长

期。2017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正式实施，网络安全工作上升为法律层面，

政策推动力进一步加强，网络安全行业市场活跃度持续升温。随着社会各层面对网络安全行

业的需求和投入越来越高，行业发展迎来更多机遇，网络安全初创企业数量明显增多，资本

市场活跃，吸引了更多的国内外厂商加入市场竞争，网络安全行业已有多家企业上市，行业

聚集趋势初步显现，各厂商竞争格局较为稳定。一方面，传统网络安全厂商不断扩充业务产

品线宽度和深度；另一方面，一些数据通信、互联网等非传统网络安全领域的厂商也拓展到

网络安全市场；此外，国外大型IT公司和知名安全厂商也通过各种方式进入中国网络安全市

场。 

根据《IDC PRC Security Appliance Quarterly Tracker, 2018》报告显示，天融信在防火墙

硬件市场中，以22.4%的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在入侵防御硬件市场、VPN硬件市场中的市

场占有率分别为11.1%和7.2%，分别位列第四和第三。此外，在其他网络安全细分市场中，

天融信亦位于市场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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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0,337,431.99 5,133,108,988.63 22.74% 2,870,713,312.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5,258,046.13 425,059,439.46 14.16% 70,275,817.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53,651,351.56 352,781,594.28 28.59% 55,743,972.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6,474,029.23 129,063,210.24 284.68% -49,128,79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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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2 0.38 10.53% 0.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2 0.38 10.53% 0.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91% 5.56% 0.35% 3.80%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9,947,493,422.60 9,624,743,762.47 3.35% 8,944,639,687.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205,706,026.69 8,028,418,102.69 2.21% 5,526,140,73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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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0,088,504.01 1,756,460,015.71 1,545,404,641.18 2,018,384,271.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918,986.09 27,175,797.90 14,897,089.24 460,104,145.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505,677.38 16,963,981.12 11,522,797.38 449,670,250.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0,202,439.66 -131,878,397.21 122,520,573.11 596,034,29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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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3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3,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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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钟南 境内自然人 21.04% 241,271,247 0 质押 29,699,800 

明泰汇金资本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98% 160,326,832 48,098,051 质押 160,322,230 

章征宇 境内自然人 4.54% 52,094,333 17,091,425 质押 17,100,000 

前海开源基金

－广发银行－

前海开源华佳

源鑫资产管理

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27% 48,969,072 48,969,072 质押  

深圳前海珞珈

方圆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珠

海朴真股权投

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69% 42,268,041 42,268,041   

陈方方 境内自然人 3.24% 37,184,676 10,225,314 质押 35,625,376 

宁波华瀛创新

股权投资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65% 30,412,371 30,412,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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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有限合

伙） 

珠海安赐创钰

成长股权投资

基金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52% 28,865,979 28,865,979 质押 18,499,90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25% 25,755,241 0   

樟树市鸿晟汇

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0% 20,618,556 20,618,55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郑钟南先生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除樟树市鸿晟汇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

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外，其他上述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陈方方持有股份数 37,184,676 股，其中信用账户持股数量 1,50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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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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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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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 

13 南洋债 112179 2020 年 05 月 30 日 5,581.27 6.00%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2018 年 5 月 30 日，公司支付了公司债券回售金额 629,838,538 元（含利息）及剩余托管债

券 2017 年 5 月 30 日至 2018 年 5 月 29 日期间的应付利息 3,348,76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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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已于2018年6月5日出具了《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跟

踪评级报告（2018）》，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AA，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稳定，评级结果与

2017年6月26日出具的评级结果相比没有发生变化。 

     关于《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2018）》于2018年6月7日披露

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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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017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17.43% 16.52% 0.91% 

EBITDA 全部债务比 42.47% 39.75% 2.72% 

利息保障倍数 14 12.57 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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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经营稳定，发展前景良好。在管理团队及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

通过拓展电线电缆业务及网络安全业务，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30,033.74万元，同比增长2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48,525.80万元，同比增长14.16%。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系网络安

全业务增长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电线电缆和网络安全的双主业，积极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培育新

的业绩增长点，促进主营业务的发展及延伸。 

（一）电线电缆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保持电线电缆业务在销售传统市场的优势地位。公司在中国南方电

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方电网”）及其下属公司的重大采购项目中依然保持良好业绩，

公司在南方电网主网和配网的招投标中，中标品类覆盖了全产品线。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进行新产品研发，储备技术、产品及人才，谋求新的市场机会。在

电线电缆业务方面，开展了16项研发项目，涉及新能源电缆、特种电缆、高压电缆、机器人

用动力电缆等，均根据客户的特殊需求以及社会发展的新趋势研发。其中，在报告期内已经

完成5个项目的结题，部分项目已经开始销售渠道的开发及相关资质认证工作。 

（二）网络安全业务 

报告期内，天融信全资子公司天融信网络参与投资的珠海安赐艳阳天网络信息安全产业

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投资了上海鸿翼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天融信网络投资设

立了全资子公司贵州天融信大数据技术有限公司并投资了安徽问天量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赛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湖北泰跃卫星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极飞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天融信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完成了公司在国内企业内容管理（ECM）和智能数据管理

（IDM）、大数据安全、量子通信技术、网络攻防实训、智慧安防、无人机等前沿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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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产品和服务研发等领域的战略投资和合作，符合公司整体战略目标，完善、深化了公司

在网络安全、大数据、安全云服务领域的布局，进一步拓宽了市场空间。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进行新产品研发，储备技术、产品及人才，谋求新的市场机会。紧

贴网络安全形势的变化和客户需求，重点在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工业互联网、量子计算、

下一代互联网和大数据等领域，开展了安全防护、安全检测、安全接入、数据安全、云安全、

移动安全、端点安全、态势感知、安全云服务平台等研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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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线电缆 3,317,653,700.28 411,154,340.40 12.39% 20.72% 18.43% -0.24% 

电工铜线 1,238,916,393.26 7,217,113.55 0.58% 1.60% 29.11% 0.12% 

安全及大数据产

品 
1,553,287,409.13 1,016,641,397.45 65.45% 62.14% 35.91% -12.64% 

安全服务 177,260,316.80 114,098,228.87 64.37% -11.52% -30.86% -1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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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业务年度口径汇总的主营业务数据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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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网络安全业务存在明显的季节周期性。网络安全业务的主要客户集中于政府机关、金融、运营商、能源等领域。

上述客户通常采取预算管理制度和产品集中采购制度，一般在上半年进行预算立项、设备选型测试，下半年进行招标、采购

和建设。因此公司网络安全业务下半年的销售规模一般较上半年高；同时，由于研发投入、人员工资及销售费用、管理费用

等各项费用支出在年度内发生较为均衡，导致公司经营业绩存在较为显著的季节性特点，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实现主要集中

在下半年，尤其是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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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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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28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公

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于2018年6月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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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本公司按照规定，对报告期内财务报表列

报项目进行追溯调整列报，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应收票

据及应收账款”；“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付

票据及应付账款”；“应收利息”和“应收股利”并入“其他应收

款”列示；“应付利息”和“应付股利”并入“其他应付款”列示；

“固定资产清理”并入“固定资产”列示；“工程物资”并入“在建

工程”列示；“专项应付款”并入“长期应付款”列示。比较数

据相应调整。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2017年12月31日账面价值为1,341,771,839.47元； 

 “应付利息”和“应付股利”并入“其他应付款”列示，2017年12

月31日账面价值为68,612,403.65元； 

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将原“管理费用”中的研发

费用重分类至“研发费用”单独列示；在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

下新增“其中：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项目。比较数据相应

调整。 

调减“管理费用”2017年度金额为359,932,647.14元，重分类至

“研发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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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新设子（孙）公司 

—广州南洋新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3月29日，系由公司之子公司广州南洋电缆有限公司出资设立，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广州南洋电缆有限公司认缴出资1,000.00万元，占比100.00%。截止本报告期末，

广州南洋电缆有限公司尚未实际出资。 

—广州市南牌电线电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3月30日，系由公司之子公司广州南洋电缆有限公司出资设

立，注册资本100.00万元，广州南洋电缆有限公司认缴出资100.00万元，占比100.00%。截止本报告期末，

广州南洋电缆有限公司尚未实际出资。 

—贵州天融信大数据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5月10日，系由公司之孙公司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

限公司出资设立，注册资本2,000.00万元，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认缴出资2,000.00万元，占比

100.00%。截止本报告期末，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已实际缴纳出资1.00万元。 

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主体 

—公司原控股子公司香港南洋发展有限公司（HONG KONG NANYANG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已于2018年8月3日完成注销手续，注销后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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