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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00                               证券简称：太阳电缆                          公告编号：2020-008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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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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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697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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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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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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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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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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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6,974,865,051.26 5,104,612,067.33 36.64% 4,094,644,605.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4,042,969.27 112,845,230.28 71.95% 101,841,214.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4,446,277.72 83,648,225.29 96.59% 68,364,071.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6,045,633.39 -131,934,329.43 536.62% 224,099,759.6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50 0.1890 71.96% 0.17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50 0.1890 71.96% 0.17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75% 8.44% 5.31% 7.61%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3,945,090,256.27 3,815,802,100.54 3.39% 3,240,105,234.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80,279,454.69 1,337,108,874.60 10.71% 1,327,792,732.4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280,370,180.04 1,725,899,616.81 1,822,717,715.95 2,145,877,538.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038,031.63 47,563,636.28 53,747,345.61 66,693,955.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393,520.25 41,217,964.22 46,766,388.69 57,068,404.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5,072,252.37 -88,707,784.71 210,936,370.09 678,889,3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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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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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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70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8,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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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171,044    

福建亿力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30% 115,227,363    

厦门象屿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36% 103,615,456    

南平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5% 19,971,419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33% 7,912,212    

莆田市荔城区
财政局 

国有法人 0.20% 1,171,293    

李大同 境内自然人 0.14% 827,330    

法国兴业银行 境外法人 0.11% 639,300    

沈法农 境内自然人 0.10% 600,000    

福建省南平市
物资再生利用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10% 585,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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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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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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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经营指标 

报告期内，公司合并报表实现营业总收入697,486.51万元，同比增加187,025.30万元，增长36.64%；实

现利润总额27,274.55万元，同比增加11,076.79万元，增长68.38%；实现净利润20,688.62万元，同比增加

8,487.02万元,增长69.56%，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404.30万元，较上年同期11,284.52万元, 增

加8,119.78万元，增长71.9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48,027.95万元，较年初133,710.89万元，

增长10.71% ，每股净资产2.48元，较年初增长0.81%。 

（二）市场拓展 

2019年，我们内抓产品质量和成本控制，外拓市场，积极巩固和发展省内外分销及代理网络，截至2019

年12月31日整合福建省授权专卖店165家，新增省外代理商24个(代理商增至224个),省外销售大区8个。同

时，着力挖掘各省电力公司的配网项目，提升电力市场的占有率。 

    (三)研发成果 

公司始终坚持自主研发创新发展，2019年新增获得7项实用新型专利技术，主要新产品研发有： 

1、WDZB1-KYJY电缆：该产品适用于具有高度安全性的场所，具有优异的阻燃性能，燃烧时不释放

卤酸、发烟量小，毒性小，可大量减少有毒腐蚀性等有害气体的排放和烟雾的产生，发生火灾时有利于人

员的逃生疏散和灭火工作的进行，该产品项止的开发提升了公司B1级电线电缆系列的配套能力，目前已完

成产品结构设计和材料试制； 

2.矿物绝缘电缆 (BBTRZ)：该产品用于特级、一级场所中的特别重要负荷的电源主干线路，如高层建

筑、医院、地铁、宾馆、档案、金融机构等消防难度大、人流密集、存放重要资料的场所，电缆柔软易敷

设，防火、耐火性能好：950℃、耐火时间达180分钟； 耐温等级高，可达1020℃，该产品项目的开发增

加矿物绝缘电缆的品种，目前产品通过国家电线电缆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测试。 

3.高绝缘辐照交联电线：该产品用于民用建筑，用于高端客户，具有优异的电性能、承载能力强，具

有耐高温、阻燃、低毒性等优异性能，燃烧时不释放卤酸、发烟量小，离火即自熄，可大量减少有毒腐蚀

性等有害气体的排放和烟雾的产生，该产品项目的开发增加辐照交联电线的品种，目前已完成产品结构设

计，样品经公司中心试验室测试合格。 

4、中压电机引接线JG-10：该产品用于电机用引接导线或电器连接使用，产品项目的开发增加中压电

缆的品种，可生产中压硅橡胶绝缘电缆，目前已投入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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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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6,012,257.92 74,047,201.39 10.20% -11.60% 20.31% 2.70% 

建筑用线 704,850,467.37 170,126,495.45 24.14% -17.85% -7.05% 2.80% 

特种电缆 2,362,965,158.43 263,100,646.54 11.13% 35.69% 72.90% 2.40% 

铜加工 2,664,851,951.65 37,041,442.13 1.39% 143.85% 158.74%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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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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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财政部2017年3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

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 (财会[2017]9

号)，2017年5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新金融工具准则对

公司存在重要影响的变化主要包括： 

A．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公司应根据所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

金融资产划分为三类：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

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B．新金融工具准则以“预期信用损失”模型替代了原金融工具准则中的“已发生损失”模型，该模型适

用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含应收款项）、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租赁应收款、合同资产、贷款承诺及财务担保合同。 

新金融工具准则具体政策详见附注 五、（十）和附注 五、（三十四）3。 

公司自 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并按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列报金融工具相关信息，

不对比较财务报表追溯调整，此项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相应会计报表项目变动详见附

注 五、（三十四）3.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新收入准则、新租赁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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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项目情况。 

（2）本次报表格式会计政策变更，除上述准则涉及项目变更外，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

收账款”与“应收票据”列示，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账款”与“应付票据”列示，对2018年度的

合并财务报表列报项目的期末余额进行追溯调整具体如下： 

 
项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后金额 变动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183,905,975.92     -1,183,905,975.92  

应收票据         94,087,304.75       94,087,304.75  

应收账款      1,089,818,671.17    1,089,818,671.17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82,953,721.67        -82,953,721.67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82,953,721.67       82,953,72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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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20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下降 50%以上 

净利润为正，同比下降 50%以上 

2020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100.00% 至 -80.00% 

2020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
间（万元） 

0 至 520.76 

2019年 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2,603.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新冠疫情及相应的防控措施对公司一季度的经营业绩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公司将继续密切关注新冠疫情发展情况，积极应对其对本公司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产生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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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李云孝 

 

                                                                              2020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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