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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53                           证券简称：日丰股份                           公告编号：2020-039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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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079,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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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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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丰股份 股票代码 002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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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兆滨 黄丽 

办公地址 中山市西区广丰工业园 中山市西区广丰工业园 

电话 0760-85115672 0760-85115672 

电子信箱 rfgf@rfcable.com.cn rfgf@rfcable.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日丰股份专业致力于橡套类电线电缆的生产和销售。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经营模式均未发生重大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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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从事的主营业务 

公司是一家自主研发并专业制造橡套类电线电缆的企业，主要从事电气设备和特种装备配套电缆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产品主要包括空调连接线组件、小家电配线组件、特种装备电缆，并广泛应用于家用电器、机器人、风力发电、海洋工程、

港口机械、建筑机械、造船业、电动工具、仪器仪表、汽车、照明、户外设备等领域。 

（二）公司的主要产品 

公司主要产品为橡套类电线电缆，包括空调连接线组件、小家电配线组件、特种装备电缆。 

产品系列 产品图片 应用领域及功能 产品性能及特点 

 

空调连接线 

组件 

 

    主要适用于各种空调设备，分体式空调

器把空调器分成室内机组和室外机组两部

分，空调连接线组件的作用是连接室内机部

分与室外机部分，用以传输电能及控制信

号，保证空调设备正常工作 

    产品具有优异的电气绝缘和机械特

性性能，具有柔韧性强、防水、防晒、

防油、耐温、抗UV、抗老化、阻燃、耐

磨、加工及敷设方便等特点 

 

小家电配线 

组件 

 

 

    主要适用于家用电热烘烤器具及微波

炉、电饭锅、空调等家电产品，小家电配线

组件的作用是用于家用电器连接外部电源，

其应用范围广泛 

    产品具有优异的电气绝缘和机械特

性性能，具有柔韧性强、防水、防油、

耐温、抗UV、抗老化、阻燃等特点 

 

特种装备 

电缆 

 

    主要适用于特种重机、机器人/柔性拖链

电缆、电动工具和风能等特殊使用场合，用

以传输电能及控制信号，保证设备正常工

作，其应用范围广泛 

   产品具有优异的抗拉性能、抗扭性能、

耐磨性能、阻燃性能、防水性能、抗化

学腐蚀性能等优点 

 

（三）主要经营模式 

采购模式 

     公司采购的主要原材料包括铜材和化工原料等，由公司根据客户订单自主进行采购。铜材属于全球范围内的大宗交易商

品，市场价格比较透明，公司主要基于合作情况、供货能力、结算方式、资金周转灵活性等角度自主选定铜材供应商。公司

的化工原料主要是CPE、POE、PVC聚合物等，公司一般通过招投标方式确定供应商。公司根据化工原料采购需求要求目标

供应商给予报价，并结合供应商供货能力、产品质量、结算条件等择优选取。 

生产模式 

公司生产模式主要采用“以销定产”与“计划生产”相结合的模式。电线电缆行业存在一定的定制化要求，尤其在产

品相对高端的特种装备电缆领域，不同客户对于产品认证、电阻性能、绝缘及护套配方等要求有所差异，尤其是客户往往由

于特种装备电缆的应用环境、应用领域、应用程度提出特殊的工艺、配方要求，导致所需产品品种、规格、型号各式各样，

公司一般根据客户下达的订单组织生产，按照用户要求的规格、数量和期限交货。 

     销售模式 

公司销售部门由国内营销中心以及国际营销中心组成。国内市场主要采取商务谈判、招投标等方式销售给下游客户的直销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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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海外市场主要通过参加行业展会、互联网宣传、商务谈判等方式获取订单，公司对客户采用买断式销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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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9,539,280.34 1,553,790,299.64 -0.92% 1,264,078,145.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8,436,238.74 115,576,204.22 -6.18% 61,807,462.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7,442,604.47 110,787,814.35 -12.05% 61,467,667.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7,008,922.17 97,446,629.78 -20.97% 34,899,042.3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9 0.90 -23.33% 0.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9 0.90 -23.33% 0.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03% 27.26% -13.23% 18.43%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1,246,798,338.71 883,835,788.91 41.07% 789,678,931.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41,011,340.06 481,758,398.79 95.33% 366,182,19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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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635,550.83 392,214,832.59 417,188,750.86 409,500,14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467,880.60 35,461,549.93 30,560,985.83 22,945,822.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893,034.31 34,452,008.91 28,599,650.39 15,497,910.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840,953.37 400,972.13 -9,389,938.36 76,156,93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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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7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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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就景 境内自然人 61.11% 105,162,899 105,162,899 质押 6,500,000 

李强 境内自然人 2.77% 4,775,194 4,775,194   

王雪茜 境内自然人 2.14% 3,679,447 3,679,447   

冯宇华 境内自然人 1.88% 3,234,000 3,234,000   

罗永文 境内自然人 1.80% 3,103,876 3,103,876   

尹建红 境内自然人 1.74% 3,000,000 3,000,000   

张海燕 境内自然人 1.74% 3,000,000 3,000,000   

孟兆滨 境内自然人 1.04% 1,790,698 1,790,698   

李泳娟 境内自然人 0.42% 716,279 716,279   

郭士尧 境内自然人 0.35% 596,899 596,89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冯宇华先生系冯就景先生之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冯就景先生的一致行动人；罗永文先

生系冯就景先生配偶之兄长，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冯就景先生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中，谭中华通过证券信用账户持有

467,900 股；岑爱珍通过证券信用账户持有 166,600 股；蔡连江通过证券信用账户持有

163,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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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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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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在国内外形势比较复杂的情况下，公司按照国家相关产业政策指导，充分发挥工艺、质量、客户等优势，坚

持“从芯开始，用心服务”的经营理念，持续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依靠技术进步，不断丰富产品结构，壮大主业，

在研发能力、产品质量与客户群体等方面继续增强核心竞争力。 

1、公司总体经营情况回顾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良好，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53,953.93万元，同比下降0.92%；主要原因为公司产品定价基于铜

价基础进行调整，2019年铜均价较上年同期的下跌5.66%。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843.62万元，比上年同

期下降6.18%。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达到124,679.83万元，净资产为94,101.12万元，比2018年末分别增长41.07%和95.33%，主要原因

为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募集资金到位以及公司生产经营规模扩大，导致公司股本、总资产增加。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5.47元，公司发展态势良好。 

2、报告期内主要工作 

 （一）市场营销 

 公司继续巩固并强化现有市场地位，在空调连接线组件、小家电配线组件方面，通过多年的经营积累，公司的生产和

规模优势愈发突出，凭借稳定的产品质量和强大的供货保障能力，公司与美的集团、格力电器、TCL集团、奥克斯空调等家

电巨头继续维持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报告期营业收入主要受铜价影响有所下降，但产量基本保持稳定；同时公司不断加大

以高端装备柔性电缆为代表的高附加值特种装备电缆的研发及生产，报告期内特种电缆比同期增长14.33%；报告期内，公

司国际营销中心受全球经济放缓、中美贸易摩擦多次反复以及铜价下跌等因素的影响，销售未达预期，部分客户的销售未按

计划达成，公司及时调整销售策略，通过持续新产品研发、参加境外产品展会、拓宽产品销售通道等来拓展主要境外区域的

发展。 

 （二）研发投入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研发低成本、高质量的原材料配方，可以在保证产品质量稳定可靠的基础上降低公司产品成本，

提升公司利润水平的同时间接为客户创造效益；例如公司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对废旧橡胶材料的循环利用技术的进行研发

及应用，把废旧橡胶应用电缆生产上，减少报废，回收利用，实现二次利用价值，并形成产业化。 

 另一方面，公司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继续投入研发高端及特种电线电缆和特殊材料配方。随着全球智能化时代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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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网络、物联网、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增长，为电缆行业迎来了新的发展空间。在此次“新基建”的历史机遇

下，公司积极开发高性能、高水平的相关系列产品，利用自身技术和资源优势，为客户提供低损耗的同轴电缆、硅橡胶电缆、

无卤橡胶电缆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发挥协同创新作用，积极向新基建领域拓展。 

 （三）人才储备  

 公司不断的加强人员优化和人才储备，全面开展组织架构及人员优化工作，同时重点关注核心岗位、部门的人才招聘、

储备和培养工作；2019年，公司分梯队、分阶段的开展了管理人员和员工的培训计划，组织了多场管理类、专业技能类培训，

为优秀人才提供了更多的学习和晋升机会。报告期内，公司启动了精英训练营培训项目，对车间管理人员及优秀班长进行了

系统的培训，提升生产管理能力；同时，公司英才计划为公司可持续发展搭建人才梯队和储备人员；在制度建设方面，对原

有部门及岗位职责、管理制度、流程进行重新梳理修订，保证现阶段及未来的组织适用需求；在人力资源体系建设方面，不

断推进薪酬福利、绩效改进、培训开发等体系的设计更新工作，保障公司持续发展的人才队伍建设。 

 （四）质量与认证 

 公司奉行“质量第一，用户至上”的产品质量及性能方针，坚持在保证质量稳定的前提下满足用户对产品的各项性能要

求。在规范化生产管理方面，公司先后通过了ISO9001:2015质量体系认证和ISO14001:2015环境管理体系认证。针对市场环

境的变化，公司加大研发投入，加大电缆新品的研发力度，优化产品结构，并不断拓展国内外新的市场领域，满足客户产品

出口一系列准入要求。报告期内，公司电缆在国际认证方面取得进一步突破进展，获得法国NF认证、英国BSI认证，同时在

积极推进印度BIS认证，为公司业绩的稳定增长提供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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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调连接线组件 773,245,995.55 161,876,698.01 20.93% -10.80% -9.32% 0.34% 

小家电配线组件 357,810,924.47 58,389,885.69 16.32% 12.53% -5.20% -3.05% 

特种装备电缆 371,541,670.00 59,440,300.89 16.00% 14.33% 1.18%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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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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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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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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2017年，财政部颁布了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

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保值》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

金融工具列报》（以上4项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并要求境内上市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相关会

计准则。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执行财会[2019]6号《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的通知》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①新金融工具准则 

 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

资产转移（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修订）》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

（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变更

后的会计政策参见附注五、10。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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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金融资产划分为以下三类：（1）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2）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3）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混合合同包含的主合同属于金融资产的，不应从该混合合同中分拆嵌入衍生工具，而应当将该混

合合同作为一个整体适用金融资产分类的相关规定。 

 新金融工具准则以“预期信用损失法”替代了原金融工具准则规定的、根据实际已发生减值损失确认减值准备的方法。

“预期信用损失法”模型要求持续评估金融资产的信用风险，因此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公司信用损失的确认时点早于原金

融工具准则。  

 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下列项目进行减值会计处理并确认损失准备：  

·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除某些特定情形外，对金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含减值）进行追溯调整，将金融工

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即2019年1月1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2019年年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

收益。同时，公司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 

 于2019年1月1日，金融资产按照原金融工具准则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的结果对比如下： 

合并财务报表 

                                                                                                   单位：元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项 目 类别 账面价值 项 目 类 别 账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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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132,279,773.42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132,376,555.93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369,999,571.46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370,098,736.26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1,766,122.92 
其他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1,890,958.36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 

44,500.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 
44,500.00 

母公司财务报表 

                                                                                                   单位：元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项 目 类别 账面价值 项 目 类别 账面价值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132,279,773.42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132,376,555.93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371,633,295.72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371,735,142.82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16,216,112.83 
其他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16,273,788.25 

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变动

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负

债 

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

益 

44,500.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44,500.00 

 于2019年1月1日，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时金融工具分类和账面价值调节表如下： 

合并财务报表 

                                                                                                   单位：元 

项 目 
调整前账面金额 

（2018年12月31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调整后账面金额 

（2019年1月1日） 

资产：     

应收票据 132,279,773.42 -132,376,555.93 96,782.51 - 

应收账款 369,999,571.46 - 99,164.80 370,098,736.26 

应收款项融资 - 132,376,555.93 - 132,376,555.93 

其他应收款 1,766,122.92 - 124,835.44 1,890,958.36 

递延所得税资产 3,865,360.43 - -54,565.18 3,810,795.25 

负债：     

交易性金融负债 - 44,500.00 - 4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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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44,500.00 -44,500.00 - - 

股东权益：     

盈余公积 42,299,885.25 - 21,785.93 42,321,671.18 

未分配利润 282,848,777.54 - 244,431.64 283,093,209.18 

母公司财务报表 

                                                                                                   单位：元 

项 目 
调整前账面金额 

（2018年12月31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调整后账面金额 

（2019年1月1日） 

资产：     

应收票据 132,279,773.42 -132,376,555.93 96,782.51 - 

应收账款 371,633,295.72 - 101,847.10 371,735,142.82 

应收款项融资 - 132,376,555.93 - 132,376,555.93 

其他应收款 16,216,112.83 - 57,675.42 16,273,788.25 

递延所得税资产 2,350,608.18 - -38,445.75 2,312,162.43 

负债：     

交易性金融负债 - 44,500.00 - 44,50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44,500.00 -44,500.00 - - 

股东权益：     

盈余公积 42,299,885.25 - 21,785.93 42,321,671.18 

未分配利润 288,461,919.84 - 196,073.35 288,657,993.19 

 公司将根据原金融工具准则计量的2018年年末损失准备与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确定的2019年年初损失准备之间的调节

表列示如下： 

合并财务报表 

                                                                                                   单位：元 

计量类别 
调整前账面金额 

（2018年12月31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调整后账面金额 

（2019年1月1日） 

应收票据减值准备 156,032.84 -59,250.33 -96,782.51 - 

应收账款减值准备 11,339,288.31 - -99,164.80 11,240,123.51 

应收款项融资坏账准备 - 59,250.33 - 59,250.33 

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 3,635,175.69 - -124,835.44 3,510,340.25 

母公司财务报表 

                                                                                                   单位：元 

计量类别 
调整前账面金额 

（2018年12月31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调整后账面金额 

（2019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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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票据减值准备 156,032.84 -59,250.33 -96,782.51 - 

应收账款减值准备 11,339,013.90 - -101,847.10 11,237,166.80 

应收款项融资坏账准备 - 59,250.33 - 59,250.33 

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 3,555,696.12 - -57,675.42 3,498,020.70 

 ②财务报表格式 

 财政部于2019年4月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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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会[2019]6号），2018

年6月发布的《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同时废止；财政部于2019

年9月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1号）同时废止。根据财会[2019]6号和财会[2019]16号，本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

进行了以下修订： 

 资产负债表，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

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本公司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财会[2019]6号文进行调整。财务报表格式的

修订对本公司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等无影响。 

 ③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财会〔2019〕8

号，根据准则要求，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根据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进行调

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进行追溯调整。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业务。 

 ④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的通知》（财会〔2019〕9号），

根据准则要求，应对2019年1月1日至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交易，按照新债务重组准则规定进行调整；2019年1月1日之

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交易不需追溯调整。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债务重组业务。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3）2019年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新收入准则或新租赁准则调整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01月01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53,951,761.80 53,951,761.80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132,279,773.42 - -132,376,555.93 

  应收账款 369,999,571.46 370,098,736.26 99,16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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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款项融资 - 132,376,555.93 132,376,555.93 

  预付款项 4,755,300.39 4,755,300.39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1,766,122.92 1,890,958.36 124,835.44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113,910,489.44 113,910,489.44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2,163,850.36 2,163,850.36  

流动资产合计 678,826,869.79 679,147,652.54 320,782.75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其他债权投资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115,798,835.83 115,798,835.83  

  在建工程 12,439,219.78 12,439,219.78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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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形资产 71,733,144.82 71,733,144.82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3,865,360.43 3,810,795.25 -54,565.18 

  其他非流动资产 1,172,358.26 1,172,358.26  

非流动资产合计 205,008,919.12 204,954,353.94 -54,565.18 

资产总计 883,835,788.91 884,102,006.48 266,217.57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59,473,000.00 159,473,000.00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 44,500.00 44,50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负债 

44,500.00  -44,500.00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90,156,978.62 190,156,978.62  

  预收款项 5,778,818.09 5,778,818.09  

  合同负债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14,892,805.71 14,892,805.71  

  应交税费 9,190,686.27 9,190,686.27  

  其他应付款 7,338,264.16 7,338,264.16  

   其中：应付利息 332,597.20 332,597.20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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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386,875,052.85 386,875,052.85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15,202,337.27 15,202,337.27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15,202,337.27 15,202,337.27  

负债合计 402,077,390.12 402,077,390.12  

所有者权益：    

  股本 129,059,292.00 129,059,292.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27,550,444.00 27,550,444.00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42,299,885.25 42,321,671.18 21,785.93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282,848,777.54 283,093,209.18 244,4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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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481,758,398.79 482,024,616.36 266,217.57 

  少数股东权益 0.00   

所有者权益合计 481,758,398.79 482,024,616.36 266,217.5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883,835,788.91 884,102,006.48 266,217.57 

调整情况说明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01月01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48,510,855.09 48,510,855.09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132,279,773.42 - -132,279,773.42 

  应收账款 371,633,295.72 371,735,142.82 101,847.10 

  应收款项融资 - 132,376,555.93 132,376,555.93 

  预付款项 4,610,816.91 4,610,816.91  

  其他应收款 16,216,112.83 16,273,788.25 57,675.42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存货 111,884,097.11 111,884,097.11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80,516.63 80,516.63  

流动资产合计 685,215,467.71 685,471,772.74 256,305.03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其他债权投资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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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股权投资 34,310,940.00 34,310,94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88,318,162.70 88,318,162.70  

  在建工程 6,782,496.35 6,782,496.35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53,148,368.61 53,148,368.61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2,350,608.18 2,312,162.43 -38,445.75 

  其他非流动资产 638,698.26 638,698.26  

非流动资产合计 185,549,274.10 185,510,828.35 -38,445.75 

资产总计 870,764,741.81 870,982,601.09 217,859.28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40,000,000.00 140,000,000.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 44,500.00 44,50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负债 

44,500.00  -44,500.00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216,048,660.91 216,048,660.91  

  预收款项 5,778,818.09 5,778,818.09  

  合同负债    

  应付职工薪酬 6,812,320.63 6,812,320.63  

  应交税费 7,743,434.32 7,743,434.32  

  其他应付款 6,302,966.77 6,302,966.77  

   其中：应付利息 186,083.34 186,08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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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付股利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382,730,700.72 382,730,700.72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662,500.00 662,500.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662,500.00 662,500.00  

负债合计 383,393,200.72 383,393,200.72  

所有者权益：    

  股本 129,059,292.00 129,059,292.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27,550,444.00 27,550,444.00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42,299,885.25 42,321,671.18 21,785.93 

  未分配利润 288,461,919.84 288,657,993.19 196,073.35 

所有者权益合计 487,371,541.09 487,589,400.37 217,859.28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1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870,764,741.81 870,982,601.09 217,859.28 

 

（3）2019年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新收入准则或新租赁准则调整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01月01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53,951,761.80 53,951,761.80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132,279,773.42 132,376,555.93 96,782.51 

  应收账款 369,999,571.46 370,098,736.26 99,164.80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4,755,300.39 4,755,300.39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1,766,122.92 1,890,958.36 124,835.44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113,910,489.44 113,910,489.44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2,163,850.36 2,163,850.36  

流动资产合计 678,826,869.79 679,147,652.54 320,78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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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其他债权投资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115,798,835.83 115,798,835.83  

  在建工程 12,439,219.78 12,439,219.78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71,733,144.82 71,733,144.82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3,865,360.43 3,810,795.25 -54,565.18 

  其他非流动资产 1,172,358.26 1,172,358.26  

非流动资产合计 205,008,919.12 204,954,353.94 -54,565.18 

资产总计 883,835,788.91 884,102,006.48 266,217.57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59,473,000.00 159,473,000.00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负债 

44,500.00 4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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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90,156,978.62 190,156,978.62  

  预收款项 5,778,818.09 5,778,818.09  

  合同负债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14,892,805.71 14,892,805.71  

  应交税费 9,190,686.27 9,190,686.27  

  其他应付款 7,338,264.16 7,338,264.16  

   其中：应付利息 332,597.20 332,597.20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386,875,052.85 386,875,052.85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15,202,337.27 15,202,33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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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15,202,337.27 15,202,337.27  

负债合计 402,077,390.12 402,077,390.12  

所有者权益：    

  股本 129,059,292.00 129,059,292.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27,550,444.00 27,550,444.00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42,299,885.25 42,321,671.18 21,785.93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282,848,777.54 283,093,209.18 244,431.6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481,758,398.79 482,024,616.36 266,217.57 

  少数股东权益 0.00   

所有者权益合计 481,758,398.79 482,024,616.36 266,217.5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883,835,788.91 884,102,006.48 266,217.57 

调整情况说明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01月01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48,510,855.09 48,510,855.09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132,279,773.42 132,376,555.93 96,782.51 

  应收账款 371,633,295.72 371,735,142.82 101,847.10 

  应收款项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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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付款项 4,610,816.91 4,610,816.91  

  其他应收款 16,216,112.83 16,273,788.25 57,675.42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存货 111,884,097.11 111,884,097.11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80,516.63 80,516.63  

流动资产合计 685,215,467.71 685,471,772.74 256,305.03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其他债权投资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34,310,940.00 34,310,94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88,318,162.70 88,318,162.70  

  在建工程 6,782,496.35 6,782,496.35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53,148,368.61 53,148,368.61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2,350,608.18 2,312,162.43 -38,445.75 

  其他非流动资产 638,698.26 638,69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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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资产合计 185,549,274.10 185,510,828.35 -38,445.75 

资产总计 870,764,741.81 870,982,601.09 217,859.28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40,000,000.00 140,000,000.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负债 

44,500.00 44,500.00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216,048,660.91 216,048,660.91  

  预收款项 5,778,818.09 5,778,818.09  

  合同负债    

  应付职工薪酬 6,812,320.63 6,812,320.63  

  应交税费 7,743,434.32 7,743,434.32  

  其他应付款 6,302,966.77 6,302,966.77  

   其中：应付利息 186,083.34 186,083.34  

      应付股利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382,730,700.72 382,730,700.72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662,500.00 66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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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662,500.00 662,500.00  

负债合计 383,393,200.72 383,393,200.72  

所有者权益：    

  股本 129,059,292.00 129,059,292.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27,550,444.00 27,550,444.00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42,299,885.25 42,321,671.18 21,785.93 

  未分配利润 288,461,919.84 288,657,993.19 196,073.35 

所有者权益合计 487,371,541.09 487,589,400.37 217,859.2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870,764,741.81 870,982,601.09 217,85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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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年度合并报表范围比上年度增加1家： 

 2019年度内通过投资设立方式新增控股子公司中山市日丰智能电气有限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本

公司认缴出资690万元，出资占比69.00%，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公司已实际出资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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