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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60                   证券简称：通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8-082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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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本报告中如有涉及未来计划、业绩预测等前瞻性描述，均不构成本公司对投

资者及相关人士的实质承诺，投资者及相关人士均应对此保持足够的风险认识，并且应当理解计划、预测与承诺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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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达股份 股票代码 002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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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治中 李高杰 

办公地址 河南省偃师市史家湾工业区 河南省偃师市史家湾工业区 

电话 0379-65107666 0379-65107666 

电子信箱 hntddlzqb@163.com hntddlzqb@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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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4,614,602.54 729,826,736.45 22.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233,019.42 8,952,293.21 4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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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2,262,526.98 6,723,835.81 82.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2,482,727.57 -207,714,733.05 -55.4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2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2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8% 0.59%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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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0,573,597.83 2,465,874,333.18 6.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04,109,669.59 1,511,110,698.76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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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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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万福 境内自然人 25.28% 108,477,740 81,358,305 质押 34,532,000 

马红菊 境内自然人 17.25% 74,047,488 55,535,616 质押 72,100,000 

曲洪普 境内自然人 5.84% 25,050,940 18,788,205 质押 3,820,000 

华泰证券资管

－南京银行－

华泰远见 1 号

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3.09% 13,274,430    

莫水娟 境内自然人 0.79% 3,403,103    

周文帅 境内自然人 0.54% 2,300,000    

陈衡礼 境内自然人 0.48% 2,080,000    

连阳阳 境内自然人 0.35% 1,481,709    

#滕用雄 境内自然人 0.34% 1,440,800    

赵观芳 境内自然人 0.32% 1,380,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史万福先生和马红菊女士为夫妻关系、一致行动人，史万福先生、马红菊女士

通过“华泰证券资管－南京银行－华泰远见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票

8,948,880 股，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曲洪普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但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公司股东滕用雄先生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票 1,44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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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认真贯彻董事会“立足主业，深入军工”的发展战略，促进公司各项生产管理工作的

有序开展。 

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列示如下：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总收入 898,321,703.10 734,315,791.07 22.33% 主要原因为控股子公司

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815,364,937.11 667,888,079.22 22.08% 主要原因为销售收入增

加同比营业成本增加所

致。 

销售费用 16,407,391.10 18,496,140.22 -11.29% 主要原因为母公司国际

贸易费、中标服务费下降

所致。 

管理费用 32,097,114.47 30,200,522.52 6.28% 主要原因为薪酬等增加

所致。 

财务费用 12,849,851.40 4,472,611.66 187.30% 主要原因为母公司上半

年融资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3,752,187.78 1,805,118.94 107.86%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内

利润增长所致。 

研发投入 17,894,984.22 15,281,066.63 17.11% 主要原因为公司投入研

发新产品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92,482,727.57 -207,714,733.05 55.48% 主要原因为采购原材料

预付材料款较去年同期

减少所致。 

截止2018年6月30日，公司合并资产总额2,620,573,597.83元，较上年同期增加6.27%；2018年上半年实现营

业总收入898,321,703.10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2.33%；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3,233,019.42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47.82%；同时，归属于上市公司每股净资产为3.50元，实现基本每股收益0.03元。 

2018年1-6月份，公司按照既定战略和经营计划规范运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积极推进前次募集资金建设项目的实施进度 

公司积极推进前次募集资金“河南省超高压导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升级建设项目”的建设工作，随着偃师市

市政规划的落实，我公司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实施顺利，目前研发中心项目已经竣工。 

（2）降本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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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阶梯电价错峰生产，降低生产成本；对整个生产、采购流程进行全面梳理，优化资金结构减少管理费

用、财务费用；强化期货套期保值工作，对整个套期保值流程进行重设，责任到人，强化进、销、存数据的真

实有效，尽可能对冲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 

（3）积极推进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工作 

公司于2018年3月2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以及2018年4月16日召开的2018年度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 

2018年5月4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80564号）。中国证监会

依法对公司提交的《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

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2018年6月8日取得中国证监会第180564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并于2018年7

月5日披露《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反馈回复的公告》。 

2018年7月1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

案》，对募集资金用途进行了调整。 

2018年7月30日，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书面核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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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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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通过设立或投资等方式取得的子公司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类型 注册地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期末实际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表决权

比例(%) 

是否合并

报表 直接持股 间接持股 

河南通达新材

料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偃师市 10,000.00 

新材料技术的开发

及推广服务；复合材

料、纳米材料、轻金

属材料的研发、生产

与销售。 

1,100.00 70.00  70.0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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