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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00                             证券简称：太阳电缆                           公告编号：2021-002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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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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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文亮 董事 工作原因 李云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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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666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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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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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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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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营业务，产品主要有电力电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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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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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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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竞争格局  

全球经济复苏乏力，逆全球化的贸易保护加强，地缘政治动荡，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发展的全面遏制和

围堵或将成为较长时期的大概率趋势，同时受新冠疫情影响，各国从安全角度进行供应链调整，会加速去

全球化，形成本地化、区域化、分散化，造成外部需求减少趋势。国内正进行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经济存

在下行压力。应对内外冲击，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种情

况下常规市场需求减弱，新兴市场、新应用场景的需求层次提高带动行业技术和产品升级。处在行业成熟

期的产品，产品标准化，增长放缓，毛利率下降，利润率趋于平均化，竞争以价格为主，比拼成本与效率、

质量与性能、管理与技术创新。市场倾向于品牌有优势、产品有特色的企业，市场份额增加，拉开发展差

距。缺乏特色与效率的企业增长乏力，兼并重组与退出。相同环境下，不同企业的未来预期已大相径庭，

优势企业战略清晰、扩张意愿积极，同时在提升创新能力、提高运行效率，在信息化、智能制造上敢于投

入，构筑竞争门槛。企业预期不佳的，更加趋于保守，观望。行业集中化将更加显著，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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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7,941,460,113.63 6,974,865,051.26 13.86% 5,104,612,06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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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9,935,795.32 194,042,969.27 -2.12% 112,845,230.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6,527,265.56 164,446,277.72 -4.82% 83,648,225.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6,805,476.91 576,045,633.39 -45.00% -131,934,329.4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92 0.2955 -2.13% 0.17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92 0.2955 -2.13% 0.17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33% 13.75% -1.42% 8.44%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4,009,207,548.52 3,945,090,256.27 1.63% 3,815,802,100.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01,680,198.32 1,480,279,454.69 8.20% 1,337,108,87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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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2,209,678.26 2,173,120,900.10 2,181,479,658.83 2,354,649,876.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72,231.96 74,267,837.28 65,367,605.89 47,728,120.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43,983.38 66,532,134.09 58,897,239.89 34,741,874.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8,536,332.15 -213,989,097.21 77,066,863.24 712,264,04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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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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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68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2,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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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488,148    

福建亿力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30% 126,750,099    

厦门象屿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70% 103,077,002    

南平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5% 21,968,561    

兴证证券资管

－厦门象屿集

团有限公司－

兴证资管阿尔

法科睿 68 号单

其他 1.66% 10,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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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产管理计

划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33% 8,703,433    

林其铭 境内自然人 0.31% 2,061,916    

#李翊 境内自然人 0.23% 1,541,220    

莆田市荔城区

财政局 
国有法人 0.20% 1,288,422    

周继承 境内自然人 0.12% 778,84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与兴证证券资管-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兴证资管阿尔法科睿 68 号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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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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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4,146.01万元，同比增加96,659.51万元，增长13.86%；实

现利润总额29,238.78万元，同比增加1,964.22万元，增长7.20%；实现净利润22,123.95万元，同比增加1,43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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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增长6.94%，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993.58万元，较上年同期19,404.30万元,减少410.72

万元，下降2.12%。 

（二）市场拓展 

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公司审时度势，在分析国家经济政策和市场需求的基础

上，内抓产品质量和成本管理，外拓省外市场寻求新客户。公司大客户部针对全国性的大型客户进行定向

营销，有效地提升了渠道资源，成功开发了福州地铁、厦门地铁、郑州地铁、南宁地铁、南方电网、湖北

能源集团等一批国家重点工程项目。 

报告期内，福建省授权专卖店达172家，新增省外代理商27个，代理商总数达251个，省外销售大区8

个，进一步扩大销售网络覆盖区域。 

 (三)研发成果 

公司始终坚持自主研发，创新发展，积极开发新产品，2020年公司研发了WDZB1N-KYJY电缆、35kV

中压B1级阻燃电力电缆、低压阻燃B类PE电缆、阻燃新型低毒交联电缆，取得阶段性成果，部分产品已通

过国家电线电缆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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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6,301,423.77 69,046,202.33 9.01% 5.55% -6.75% -1.19% 

建筑用线 598,214,596.96 135,905,597.44 22.72% -15.13% -20.11% -1.42% 

特种电缆 2,677,735,468.82 229,206,589.19 8.56% 13.32% -12.88% -2.57% 

铜加工 3,584,764,661.02 53,412,993.45 1.49% 34.52% 44.20%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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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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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7月，财政部颁布了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并要求

境内上市的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本公司自规定之日起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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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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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李云孝 

 

                                                    二〇二一年四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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