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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98                         证券简称：汉缆股份                       公告编号：2019-032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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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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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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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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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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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缆股份 股票代码 002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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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正庄 张大伟 

办公地址 青岛市崂山区九水东路 628 号 青岛市崂山区九水东路 628 号 

电话 0532-88817759 0532-88817759 

电子信箱 wzz3333@126.com hanhe1@hanhe-cable.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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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4,758,539.56 2,500,487,460.94 4.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6,179,153.88 78,238,139.64 150.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93,796,084.62 103,978,223.01 8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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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9,906,367.06 -388,796,310.88 48.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2 2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2 2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9% 1.68%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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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55,457,775.19 6,643,392,505.44 -14.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744,159,498.74 4,696,833,734.11 1.0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33,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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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汉河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6.56% 2,214,408,016  冻结 120,000,000 

青岛汉缆股份

有限公司－第 1

期员工持股计

划 

其他 3.13% 104,250,500    

王兴凤 境内自然人 0.22% 7,344,260    

武文忠 境外自然人 0.12% 3,904,340    

杨小梅 境内自然人 0.09% 2,970,00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08% 2,812,799    

领航投资澳洲

有限公司－领

航新兴市场股

指基金（交易

所） 

境外法人 0.08% 2,629,604    

徐溢 境内自然人 0.07% 2,452,400    

张建林 境内自然人 0.07% 2,300,029    

张瑞瑛 境内自然人 0.07% 2,224,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无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王兴凤持有公司 7,344,260 股，其中通过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公司 7,344,06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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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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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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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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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有所增多，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中美贸易战等

原因，使我国经济形势变得更复杂了。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仍然没有摆脱疲软的困境，行业竞争激烈，

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在管理层和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下，紧紧围绕董事会确定的年度战略经营目标，

公司加强管理、加强技术创新，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公司信誉不断提高，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公司2019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总收入261,475.8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5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19,617.9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50.75 %。 

1、公司整体经营能力分析   

（1）财务状况分析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56.55亿元，较年初减少14.8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47.44

亿元，较年初增长1.01%；报告期末资产负债率为15.86%，公司财务结构非常稳健，债务风险较低。 

（2）盈利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61,475.8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5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19,617.9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50.75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379.61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86.38%，利润的增长主要是受产销结构优化及重点产品市场价格回升的共

同影响。 

2、技术创新 

    2019年上半年技术中心开展乙丙胶高压电缆附件的研发；开展高性能低烟无卤料的研发和产业化基地

建设；继续开展海洋工程用动态缆、脐带缆的研制和试制； 围绕高压电缆开展高压电缆结构优化和质量

提升工作，完成HYJQ-127/220kV 3*1600mm2海底电缆的型式试验；完成出口国外的76/132kV电缆样品的

试制。公司建立健全了国家高压超高压电缆技术研新中心的运行机制，并持续有效稳定运行。公司拥有国

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国家超高压电缆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公司拥有一支规模和开发能

力在国内名列前茅的研发技术团队，参与国家和行业标准的制定40多项，拥有140多项专利技术，可为客

户提供从设计、生产制造、服务一整套交钥匙总包服务。 

3、基础管理 

（1）建立经营目标管理体系，签订分子公司经营目标责任书，实行有效的母子公司管理模式，通过目标

设定，统一母子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方向，充分授权、自主经营、强化督导与审计，清晰责任，激发经营创

新意识，提升盈利能力，提高竞争优势，推进公司的整体协同发展。 

    借鉴增量绩效管理的先进管理思想，构建以产品为核心的、基于增量产出的管理体系，从如何实现企

业可持续发展着手，构建增量绩效管理体系，通过绩效管理体系的完善，实现经营结果与过程、经营效益

与人员积极性、企业短期效益与长期效益三大平衡。 

（2）完善了目标管理体系，推进目标层层分解落实，实现各级人员都能够对上级工作形成支撑，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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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整体目标的可实现。在年初将目标分解明确至各部门，保证人人都有经营指标，同时细化规范各指标

的统计发放和考核标准，保证绩效的可实施、可衡量。 

（3）以系统性思维重新审视绩效管理工作，理顺各阶段考评的定位，将年度考评定位为胜任力评价，以

经营结果、管理提升、领导力评价综合评判中高层干部的工作胜任水平，为人事任免提供参考依据；季度

考评定位为年度模拟考评，以年度经营结果为导向，激励中高层干部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及时调整工作方

向；月度考评定位为经营结果的具体支撑，引导各级人员为实现经营目标，制定行动计划，提升日常工作，

鼓励产出人员的独特贡献和增量，确保企业可持续发展。 

（4）严抓执行过程管理，制定绩效管理提升计划，按月推进实施绩效管理改善。制定月度计划阶段，明

确目标、关键事件、预期效果，保证绩效目标明确、可衡量、可实现、与工作相关并且有时间节点；进行

月度总结阶段，强调标志性成果，增加个人自评，使个人对工作结果和经验教训有清晰的认识；主管评价

反馈阶段，重点强调业绩反馈，统一工作认识，辅导下级提升工作水平。 

（5）研发、技术岗位专业能力体系建设，从知识、经验、能力和业绩四个维度评价专业岗位能力，对各

技术岗位进行能力评价，建立以能力为导向的竞争氛围。 

（6）严抓执行过程管理，制定绩效管理提升计划，按月推进实施绩效管理改善。 

（7）加强财务预算管理，加强成本管控。 

（8）全面树立“产品质量是企业的生命”的观念，把提升产品质量融合到生产工作的各个环节。定期进行质

量知识的教育与培训，让员工充分掌握质量管理的基本理论和工作方法，并且融合到实际工作中去。 

4、市场开拓  

    国内市场方面：2019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公司根据顾客与市场需求，内抓管理，外拓市场，培育和

发展新客户和新市场，在新产品方面加大了矿物绝缘电缆、高寿命电缆的推广。在新市场方面重点关注海

上风电项目的市场推广。继续把电力市场作为重点市场。通过上半年的努力，中标的大项目有广东院珠海

金湾项目、国电投江苏滨海项目、华能灌云项目等海缆项目。国网集中中标导线、电缆、附件累计中标量

比去年同期有一定的增长。 

    国际市场方面：上半年，有针对性地在中国石油技术开发公司、上海电气集团、中南勘测设计院、山

东电建三公司中东北非分公司、华东勘测设计院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电力公司召开了六次重点产品技

术交流会，通过交流，客户加深了对公司及其产品的认识，有利于下一步的产品销售。 

    上半年主要中标的国际项目有：巴基斯坦坦默蒂亚里～拉合尔±660kV直流输电工程，孟加拉阿苏甘杰

东燃气电站，尼日利亚宗格鲁水电站，马里古伊纳水电站，巴基斯坦吉航燃气电站，尼泊尔塔纳湖水电站，

老挝230千伏万象环网输变电等项目，并持续在新加坡能源公司、壳牌石油公司等公司的相关项目中标供

货。 

5、资本运作 

    报告期内，公司参股的青岛青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发展稳健。 

6、行业发展 

    2019年仍将是我国电线电缆行业的发展之年，伴随着近年来国家电网、数据通信、城市轨道交通等行

业的快速发展，增加了对电线电缆产品的需求，促进我国电线电缆行业规模的提升，为电缆行业创造了广

阔的市场空间。同时电线电缆行业面临调整、整合、提升，有困难更有机遇，公司坚持品质致胜的经营理

念，以降低成本为目标不断进行科学管理，以拓展市场为引领不断创新营销策略，以行业领先的高度加大

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从而不断提升竞争优势。 

    2019年下半年，公司将紧密围绕公司的发展战略，以技术创新为引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巩固和发

展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保持公司稳固发展。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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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2019年5月发布《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对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进行相应调整，适用于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二个项目。资产负债表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

款"二个项目。  资产负债表所有者权益项下新增"专项储备"项目，反映高危行业企业按国家规定提取的安全生产费的期末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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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价值。该项目根据"专项储备"科目的期末余额填列。将利润表 减：资产减值损失 调整为 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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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在"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根据资产负债表的变化，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新增"专项储备"项目。所有者权

益变动表，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的填列口径，"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反映企业发行的

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的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额。该项目根据金融工具类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分

析填列。 

上述会计政策的变更，对可比期间的财务报表的项目与金额产生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对2018年12月31日/2018年度相关财

务报表项目的影响金额 

（影响金额增加+/减少-） 

按照《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

般企业 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的相关规

定（财会（2019）6号。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397,566,719.00  

应收票据  342,602,023.78  

应收账款  2,054,964,695.22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113,735,488.79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113,735,488.79  

减：资产减值损失           -16,004,013.46  

加：资产减值损失           -16,004,01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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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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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陈沛云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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