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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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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夏崇耀、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柯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夏小瑜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4,314,015,351.07 3,943,137,152.17 9.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2,168,463,413.27 2,138,652,469.13 1.3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58,107,670.38 -281,800,019.75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671,432,407.82 605,573,877.51 10.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80,500,630.39 49,417,882.22 62.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82,467,680.76 50,883,099.87 62.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3.69 2.82 增加 0.8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8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8 50.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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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65,964.3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

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1,947,252.5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306,718.9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326,451.74  

合计 -1,967,050.37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31,62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宁波东方集团有限公

司 
217,524,444 33.26 15,260,869 质押 56,570,869 

境内非国

有法人 

袁黎雨 65,366,730 9.99 0 质押 43,313,400 
境内自然

人 

宁波华夏科技投资有

限公司 
28,285,220 4.32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江西赣源实业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15,289,560 2.34 0 质押 15,289,56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新疆亘泰瑞盛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12,741,300 1.95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金元顺安基金－中信

银行－中诚信托－

2017年中信银行组合

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11,968,879 

1.83 0 无 0 其他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

金帆投资有限公司 
10,301,850 1.57 0 无 0 国有法人 

宁波市工业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7,978,645 1.22 0 无 0 国有法人 

光大证券－光大银行

－光大阳光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5,253,758 0.80 0 无 0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二

组合 
4,968,263 0.76 0 无 0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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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宁波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202,263,575 人民币普通股 202,263,575 

袁黎雨 65,366,730 人民币普通股 65,366,730 

宁波华夏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28,285,220 人民币普通股 28,285,220 

江西赣源实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5,289,560 人民币普通股 15,289,560 

新疆亘泰瑞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2,741,300 人民币普通股 12,741,300 

金元顺安基金－中信银行－中诚信托

－2017年中信银行组合投资单一资金

信托 

11,968,879 人民币普通股 11,968,879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帆投资有限公

司 
10,301,850 人民币普通股 10,301,850 

宁波市工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7,978,645 人民币普通股 7,978,645 

光大证券－光大银行－光大阳光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5,253,758 人民币普通股 5,253,758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二组合 4,968,263 人民币普通股 4,968,26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宁波东方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

股东，东方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为夏崇耀，公司股东袁黎雨

和夏崇耀为夫妻关系，公司股东宁波华夏科技投资有限公

司系本公司高管持股公司，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科目名称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2,283,930.79 763,930.79 198.97 
主要系本期收到商业承兑汇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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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款项融资 24,206,634.18 53,010,511.12 -54.34 
主要系本期银行承兑汇票到

期。 

预付款项 90,063,826.25 65,351,878.83 37.81 
主要系本期预付的原材料款增

加。 

其他流动资产 10,956,019.42 5,259,049.96 108.33 主要系本期末增值税留抵。 

在建工程 277,041,795.33 189,511,315.69 46.19 

主要系本期“高端海洋能源装

备系统应用示范项目”形成的

在建工程增加。 

递延所得税资

产 
34,531,089.41 24,266,613.00 42.30 

主要系本期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增加及套保期货期末持仓浮

亏，导致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增

加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相应

增加。 

短期借款 637,891,399.31 456,159,852.78 39.84 
主要系本期流动资金需求增加

导致本期短期借款增加。 

预收款项 333,011,153.76 240,000,875.08 38.75 

主要系本期海缆订单增加，预

收款项相应增加。 

应交税费 38,886,896.29 63,440,498.05 -38.70 
主要系本期末应交增值税和应

交所得税比上期减少所致。 

衍生金融资产  10,835,975.00 不适用 
主要系期货套保持仓浮亏变动

所致。 
衍生金融负债 48,798,950.00  不适用 

其他综合收益 -41,479,107.50 9,210,578.75 不适用 

3.1.2利润表主要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科目名称 
本期数 

（2020年1-3月） 

上期数 

（2019年1-3月） 
变动比例（%） 变化原因 

税金及附加 440,329.64 1,755,418.62 -74.92 
主要系本期缴纳增值税

减少，相关附加税减少。 

财务费用 3,478,516.66 8,919,392.21 -61.00 主要系本期借款规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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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缩小，导致财务费用

同比降低。 

其他收益 1,947,252.57 1,397,588.40 39.33 
主要系本期收到稳岗补

贴。 

信用减值损失 -16,859,554.15  不适用 

主要系应收款项增加，

导致计提坏账准备相应

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11,533,516.69 不适用 

主要系应收款项计提减

值准备重分类至信用减

值损失科目。 

营业外收入 100,045.00 24,700.00 305.04 
主要系本期收到商标侵

权赔偿款。 

营业外支出 4,406,763.98 3,123,000.00 41.11 

主要是对受疫情影响的

武汉及宁波等地定向捐

赠。 

3.1.3现金流量表主要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科目名称 本期数 

（2020年1-3月） 

上期数 

（2019年1-3月） 
变动比例（%） 变化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58,107,670.38 -281,800,019.75 不适用 

主要系支付套保期货持仓

保证金及缴纳上期末税款

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8,607,332.49 -61,620,447.45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高端海洋能

源装备系统应用示范项

目”投入资金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97,335,308.32 -276,923,624.27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流动资金需求

增加，银行借款相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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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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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夏崇耀 

日期 2020年 4月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