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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33              证券简称：金杯电工             公告编号：2021-019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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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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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施 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

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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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杯电工 股票代码 00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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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绍坤 周欢 

办公地址 
长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方红中路

580 号 

长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方红中路

580 号 

电话 0731-82786126 0731-82786127 

电子信箱 dengshaokun@gold-cup.cn huanzhou0323@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电线电缆专业生产企业，产品覆盖电磁线、电气装备用电线、特

种电线电缆、电力电缆、裸导线等五大类别，能够生产数百个品种近10,000个规格的产品。公司产品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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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房地产、特高压、轨道交通、风力发电、核电、军工、新能源汽车等领域。 

公司主营业务及产品一览表 

产品及业务类别 主要产品 主要应用领域 

电线电缆 电磁线 广泛应用于特高压输电变压器、电气化铁路站用变压器、牵引变

压器、特种整流变压器以及风力发电机、汽轮发电机、水轮发电

机、铁路牵引电机、特种防爆电机、新能源汽车电机等领域。 

电气装备用电线 应用于办公及家庭住宅装修用线路、电气设备连接、控制等领域。 

特种电线电缆 应用于对用途、使用环境、性能以及结构方面有特殊要求的领域，

如通用橡套、煤矿、升降机、新能源（光伏、风能、核电）、轨道

交通（高铁、地铁、磁悬浮）、新能源汽车用（车内高压线缆、充

电桩）、消防阻燃、环保耐火、智能家居（布电线、五类数据缆）、

新材料、节能产品等领域。 

电力电缆 应用于额定电压110kV及以下城市地下电网、发电站引出线路、工

矿企业内部供电输电线输电或配送电能，如核电站、轨道交通等

领域。 

裸导线 应用于1,000kV及以下电压等级的架空输电线路。 

冷链物流运营 平台服务 依托10万吨现代化冷库提供冻品仓储、冻品交易、食品自营贸易、

物流配送等一系列专业服务。 

新能源汽车后市场

服务 

新能源汽车销售、售

后及保养 

提供新能源汽车销售、售后（维修保养）等服务。 

新能源汽车充电站 为长沙市内新能源汽车提供充电服务。 

（2）公司经营模式情况 

1、电线电缆业务主要经营模式为： 

①供应模式：电线电缆行业呈现“料重工轻”的特点，公司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电解铜、铜杆、铝杆、

电缆料、钢丝、钢绞线、绝缘漆、绝缘纸等，辅助材料铜带、其他自制合成材料等，所需能源动力为电、

天然气。公司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全部由供应部负责从合格供应商定点采购。 

②生产模式：公司主要采取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根据行业特性以及公司主要客户群体较为稳定的情

况，公司依据与客户签订的《框架合作协议》及客户的采购惯例制定生产计划并组织生产。 

③销售模式：公司产品采用直销和经销相结合的销售模式。其中电磁线、电力电缆、裸导线、特种电

线电缆产品，一般采用招投标或协商议价的直销模式；电气装备用电线主要采用经销模式。 

2、冷链物流业务主要经营模式为： 

公司聚集冻品龙头商户并开展冷链产品自营业务，提供全球优质冷链产品，打造冷链全品类展示交易

中心和仓储中心，满足大型企业、餐厅、酒楼等一站式采购需求。通过自主搭建城配车队及整合社会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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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提供覆盖全省的冷链物流服务。 

3、新能源汽车销售、充电设施运营及后市场服务主要经营模式为： 

公司新能源汽车销售主要为乘用车、网约车；同时提供新能源汽车配套的充电设施及售后、维修、保

养等汽车后市场服务。 

（3）公司所处行业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电线电缆行业作为国民经济中最大的配套行业之一，在我国机械工业的细分行业中位居第二，仅次于

汽车整车制造和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是各产业的基础，被喻为国民经济的“血管”与“神经”，行业的

发展与国民经济形势密切相关。 

我国电线电缆行业主要呈现以下特征：①电线电缆企业数量较多，普遍规模较小，行业市场集中度低。

截至2019年末，全行业规模以上企业4000余家，行业前十名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不到10%。②企业同构化、

产品同质化显著，产品多集中在中低压电线电缆领域，市场竞争非常激烈。而高压、超高压电力电缆和高

端特种电缆领域技术门槛高，仅为数不多的企业涉足。③电线电缆行业整合加剧，并日益向规范化、法制

化、规模化方向发展。 

公司是中部地区最大的电线电缆制造企业和国内领先的特高压输变电设备、高压电机、新能源汽车驱

动电机用电磁线制造企业之一。公司全资子公司金杯电磁线具备了特高压电磁线、军工电磁线、新能源汽

车电机用电磁线等特殊领域电磁线的生产研发能力，是电磁线领域的领军企业。此外，公司多年来坚持走

收购兼并的发展道路，行业地位及竞争力不断提升。 

近年来公司参与各类应用领域的部分重大工程案例如下： 

应用领域 重大工程案例 

输变电力工程 国网、南网 湖北省电力公司农网项目、云南电网公司昆明供电局110KV螺蛳湾（新机

场）输变电工程（基建工程）等 

特高压 扎鲁特-青州项目、渝鄂柔性直流项目等 

新能源工程 核电 秦山核电站、“华龙一号”三代/四代核电主泵循环电机项目、大亚湾核电

站等 

光伏 巴彦浩特110WMP光伏发电项目、葫芦岛渤海石油8.4MWP分布式光伏电站项

目等  

风电 三峡新能源天水张家川风电场二期（50MW）工程等、新增陆上风电项目、

海上风电项目等 

民生工程 公共卫生基础设

施 

中南大学湘雅五医院新建项目、湖南省儿童医院儿童应急救治大楼工程、

雷神山医院工程、火神山医院工程等 

建筑工程 京秦高速公路机电工程（北京奥运工程）、2018年军运会10KV及以下配电

网建设与改造项目、华中科技大学学生宿舍改造工程、南京航空大学项目、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软件控制中心采购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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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工程 高铁 京广高铁、京张高铁、京沪高铁、京沈高铁、深茂高铁、成贵高铁、沪昆

高铁、武广高铁、杭长高铁、蒙华铁路等 

地铁 广州地铁、广佛地铁、长沙地铁、南昌地铁等 

其他 长沙磁悬浮、南京南站及相关工程、合蚌引入“四电”系统集成项目等 

高速公路工程 京港澳高速公路、厦漳高速公路、广中江高速公路等 

其他工程 陆上坦克主推电机项目、新一代电动汽车驱动电机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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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7,796,149,65

6.37 

5,844,317,39

6.22 

5,844,317,39

6.22 
33.40% 

4,738,939,26

0.73 

4,738,939,26

0.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49,896,482.

18 

197,598,574.

18 

197,598,574.

18 
26.47% 

132,582,280.

69 

132,582,280.

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8,258,483.

34 

170,694,880.

99 

170,694,880.

99 
27.86% 

121,764,990.

23 

121,764,990.

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90,009,387.

32 

199,552,366.

57 

199,552,366.

57 
-4.78% 

79,034,004.9

7 

79,034,004.9

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7 0.354 0.354 0.85% 0.240 0.24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8 0.356 0.356 0.56% 0.240 0.2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04% 8.25% 8.25% -0.21% 5.72% 5.72%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6,622,191,16

5.23 

4,615,854,91

6.03 

4,615,854,91

6.03 
43.47% 

4,174,839,58

3.98 

4,174,839,58

3.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3,320,559,22

9.25 

2,484,341,65

0.50 

2,484,341,65

0.50 
33.66% 

2,345,857,50

4.93 

2,345,857,50

4.93 

重要说明 

武汉第二电线电缆有限公司自 2020 年 2 月起被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无锡统力电工有限公司自 2020 年 12

月起被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 年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应当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本

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准则的规定，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

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2020 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

该准则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 

财政部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财会〔2019〕21 号，以下简称“解

释第 13 号”），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不要求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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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1,683,924.19 1,996,438,422.30 2,317,122,539.23 2,600,904,770.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491,497.18 90,595,712.65 97,504,155.47 74,288,111.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401,458.82 83,312,150.50 87,071,238.99 65,276,552.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5,958,912.25 419,999,400.20 -532,497,880.92 478,466,78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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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02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7,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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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能翔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69% 115,188,480 0 质押 

86,391,

360 

湖南省财信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16% 67,255,205 67,255,205   

吴学愚 境内自然人 8.18% 60,048,577 59,472,577   

周祖勤 境内自然人 7.59% 55,718,415 52,430,415 质押 
9,042,0

00 

湖南闽能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08% 29,928,960 0 质押 

29,928,

960 

范志宏 境内自然人 2.07% 19,832,000 14,874,000 质押 
15,865,

6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50% 11,009,500 0   

孙文辉 境内自然人 1.09% 7,977,000 0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6 

陈海兵 境内自然人 0.75% 5,472,000 4,104,000   

陈建 境内自然人 0.65% 4,738,8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其中吴学愚、能翔投资、闽能投资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公司股东张秀通过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3,833,528 股；股东石爱华通过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股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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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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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79,614.9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3.4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24,989.6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6.47%。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总额662,219.12万元，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9,000.94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及主要子公司重点完成以下工作： 

1、电线电缆方面 

（1）湖南区域 

报告期内，全资子公司金杯电磁线不断优化产品和订单结构，换位、线圈、新能源电磁线产销量屡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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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2.05%，净利润同比增长69.49%，经营质量稳步提升。在新能源电机用电磁线市

场开拓上，完成43个客户、78个项目开发和跟进，新增3个平台定点、11个项目定点，其中3个项目实现量

产，现有新能源电机厂家客户包括：上海联电、博格华纳、苏州汇川等，其中部分客户系特斯拉、蔚来、

小鹏的供应商。同时金杯电磁线在新能源汽车高能量密度驱动电机专用扁电磁线产品销售上取得新突破，

已供应或进入客户供应体系的核心客户包括：尼桑、大众、捷豹、路虎、威马、广汽等整车及乘用汽车零

部件生产企业。2020年10月，金杯电磁线以收购及增资的形式取得统力电工67%股权，金杯、统力强强联

手，品牌聚力，进一步确定了公司在电磁线扁线领域的龙头地位。 

报告期内，麓谷事业部抢抓风电市场、新基建的历史发展机遇，精准发力，风能电缆、通用橡套电缆

产品销量增幅明显，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49%，净利润同比增长157.07%，实现了高质量增长。全年麓谷

事业部新开拓大小客户103家，与三一、中车、徐工等战略伙伴建立了牢固的合作关系，客户结构更加优

质。 

报告期内，全资子公司金杯电缆直销系统攻坚克难，大客户开发、经销电缆深耕、集团资源整合和内

部服务提升等工作齐头并进。2020年金杯电缆成功入围中建一局华南区、中建八局华北区集采，获得中石

油合格供应商、华为基建框架招标资质。在电网市场开发上取得突破，国网新增福建、浙江、山西三个省

份中标，连续中标南网配网设备材料第一批和第二批框架招标项目，中标金额达5.53亿元，创公司南网市

场中标记录。同时，金杯电缆通过创新商业模式，整合优质经销商资金、渠道资源，于2020年8月成立长

沙现货运营中心，现货供应能力得到提升。 

（2）湖北区域 

2020年1月，公司完成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武汉二线79.33%股权的过户交割工作，处于疫区的武

汉二线疫情期间迎难而上，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全力支援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建设。4月初复工后，

奋起直追，积极推进营销组织机构变革，开发空白县区经销商31家，实现全省76个地县市销售全覆盖。同

时，武汉二线整合资源，积极开发大客户，全年入围大型企业、重点项目共42个，4-12月电线、电缆产品

发货额实现小幅增长，其中12月电缆产品销售量首次突破1亿元，创历史新高。 

（3）四川区域 

报告期内，控股子公司金杯塔牌直销团队建设和市场开拓初见成效，借助品牌共享机制，不断拓展川

渝地区的品牌影响力，签订多家千万级大客户，入围华西集采、中铁、中航、中交、中铁建电气化局等大

型企业品牌26家，拓展了交通、路网、航空领域新市场。 

2、冷链物流方面 

报告期内，云冷冷链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食材供应，为保障湖南省民生做出积极贡献，先后荣获

湖南省优秀物流园、省物流行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单位，云冷冷链在长沙市市级储备肉基地的基础上

晋级湖南省冻猪肉储备基地。在运营管理上，云冷冷链渠道下沉，带领商户开拓市场，保障商户稳定良性

经营，首批到期商户续签率超过96%，全年仓储入库量超12万吨，吞吐量超40万吨，市场交易总额约50亿

元。云冷物流获评“全国AAAA级物流企业”，物流线路增至54条，并开通武汉等多条省外线路，进一步扩

大业务覆盖面。云冷食品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超额完成年度销售与盈利目标。云冷物业推行服务主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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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首问责任制，客户满意度不断提升。 

3、新能源汽车方面 

为将更多精力投入线缆主业，提升公司质量，公司对新能源汽车板块进行了战略收缩和调整，一方面

不再持有金杯新能源股权，将PACK、BMS核心零部件制造业务进行了剥离，另一方面加快处置能翔优卡

资产，仅保留了与新能源汽车后市场服务相关的轻资产产业。在新能源汽车充电站方面，能翔巴士16座公

交、网约车充电站运营良好，充电量较上年实现增长。 

4、技术研发方面 

2020年技术成果喜人，公司共申请专利53项，其中发明专利15项，实用新型38项；授权专利49项，其

中发明专利9项，实用新型40项。先后发布企业标准29项，通过省级鉴定/验收新产品10个，内部鉴定4个。

其中轨道交通磁浮用长定子绕组电缆等3项电缆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额定电压1500V及以下阻燃B1级轨

道交通用直流电缆等5项电力电缆技术水平国内领先，公司行业影响力进一步增强。 

此外，金杯电工、金杯电缆、金杯电磁线成功获得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金杯电缆、金杯电磁线获

批2020年度湖南省产融合作制造业重点企业、绿色工厂、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公司技术平台建

设持续加强。 

5、信息化建设方面 

为满足现有生产经营业务及未来发展要求，2020年公司信息化建设正式步入快车道，相继启动集团ERP

系统升级、麓谷、衡阳SCADA系统、湘潭MES系统、国网南网对接、营销管理信息化、数据中台等信息

化项目。同时，公司业务与IT融合型人才培养初见成效，形成培养+输出的可复制模式，为下阶段全面提

升企业现代管理水平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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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气装备用电线 3,001,277,991.88 338,432,726.41 11.28% 73.49% 25.20% -4.35% 

电力电缆 922,870,963.08 115,140,058.91 12.48% 19.19% 1.68% -2.15% 

特种电线电缆 2,039,823,816.33 379,547,378.98 18.61% 36.94% 30.52% -0.92% 

电磁线 1,200,238,661.30 199,054,127.39 16.58% 22.62% 38.22%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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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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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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构成、主营业务成本构成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2）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79,614.97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3.40%，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加快

收购步伐，加大市场拓展力度，公司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主业电线电缆板块产品销量稳定增长所致。 

（3）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净利润25,767.4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1.60%，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24,989.6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6.47%。变动原因分析如下： 

①主业电线电缆板块净利润29,444.5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1.28%，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收购方

式加强市场开拓力度，优化客户及产品结构，同时加强成本管控，持续推进生产工艺改进，电磁线及特种

电缆产品毛利额较上年同期增加，另本期新增控股子公司武汉二线实现净利润8,454.36万元所致。 

②新能源汽车板块亏损额2,363.22万元，较上年同期亏损额增加256.71万元，主要系本期受疫情影响，

控股子公司能翔瑞弘汽车销售订单减少，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③冷链物流板块亏损额1,757.30万元，较上年同期亏损额增加815.09万元，主要系控股子公司云冷冷链

本期经营业务以商业租赁和食品销售为主，商业销售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4）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000.94 万元，在经济环境严峻的背景下，公司通过加强货

款回笼及应收账款管理、更多地采用票据结算方式等一系列管控措施，使得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与上年同期基本保持一致。 

6、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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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2017年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应

当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准则的规定，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

同的累积影响数调整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

该准则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 

财政部于2019年12月10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 （财会〔2019〕21号，以下简称“解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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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号”），自 2020年1月1日起施行，不要求追溯调整。 

2、按照新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 

2020年起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12-31 2020-1-1 调整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674,745,306.20  674,745,306.20    

交易性金融资产 5,863,550.00  5,863,550.00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400,395,914.39  400,395,914.39    

应收账款 823,307,943.17  716,925,163.12  -106,382,780.05  

应收款项融资 119,728,349.89  119,728,349.89    

预付款项 41,509,306.65  41,509,306.65    

其他应收款 72,044,480.76  72,044,480.76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存货 956,470,338.17  956,470,338.17    

合同资产   106,382,780.05  106,382,780.05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08,648,722.55  108,648,722.55    

流动资产合计 3,202,713,911.78  3,202,713,911.78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700,294.65  700,294.65    

长期股权投资 76,728,378.91  76,728,378.91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15,691,810.49  15,691,810.49    

投资性房地产 17,752,708.89  17,752,708.89    

固定资产 926,317,636.15  926,317,636.15    

在建工程 52,448,719.90  52,448,719.90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166,551,797.57  166,551,797.57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17,865,292.35  17,865,292.35    

递延所得税资产 47,979,958.20  47,979,958.20    

其他非流动资产 91,104,407.14  91,104,407.14    

非流动资产合计 1,413,141,004.25  1,413,141,004.25    

资产总计 4,615,854,916.03  4,615,854,916.03    

流动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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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借款 241,761,062.10  241,761,062.10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557,327,905.53  557,327,905.53    

应付账款 320,710,852.50  320,710,852.50    

预收款项 389,195,903.98  3,067,074.60 -386,128,829.38  

合同负债   350,462,082.85 350,462,082.85  

应付职工薪酬 62,190,348.42  62,190,348.42    

应交税费 14,941,197.50  14,941,197.50    

其他应付款 174,886,265.88  174,886,265.88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48,000,000.00  148,000,000.00    

其他流动负债   32,495,182.67 32,495,182.67  

流动负债合计 1,909,013,535.91  1,905,841,972.05  -3,171,563.86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100,000.00  100,000.00    

递延收益 86,235,429.59  86,235,429.59    

递延所得税负债 4,096,152.94  4,096,152.94    

其他非流动负债   3,171,563.86  3,171,563.86  

非流动负债合计 90,431,582.53  93,603,146.39  3,171,563.86  

负债合计 1,999,445,118.44  1,999,445,118.44    

股东权益：    

股本 565,180,080.00  565,180,08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843,378,400.92  843,378,400.92   

减：库存股 29,544,060.00  29,544,060.00   

其他综合收益 4,716,939.87  4,716,939.87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118,955,974.01  118,955,974.01   

未分配利润 981,654,315.70  981,654,315.7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2,484,341,650.50  2,484,341,650.50   

少数股东权益 132,068,147.09  132,068,147.09   

股东权益合计 2,616,409,797.59  2,616,409,797.59   

负债和股东权益合计 4,615,854,916.03  4,615,854,9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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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12-31 2020-1-1 调整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85,499,232.84  85,499,232.84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171,421,149.83  171,421,149.83    

应收账款 156,610,890.26  140,560,299.20  -16,050,591.06  

应收款项融资 26,705,089.84  26,705,089.84    

预付款项 500,411.41  500,411.41    

其他应收款 464,443,480.24  464,443,480.24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存货 86,035,905.59  86,035,905.59    

合同资产   16,050,591.06  16,050,591.06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991,216,160.01  991,216,160.01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1,254,899,115.22  1,254,899,115.22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11,969,834.70  11,969,834.70    

固定资产 111,227,176.79  111,227,176.79    

在建工程 38,647,654.20  38,647,654.20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47,792,855.62  47,792,855.62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1,072,459.90  1,072,459.90    

递延所得税资产 5,975,779.04  5,975,779.04    

其他非流动资产 64,532,245.00  64,532,245.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1,536,117,120.47  1,536,117,120.47    

资产总计 2,527,333,280.48  2,527,333,280.48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82,088,089.41  82,088,089.41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169,896,149.40  169,896,14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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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账款 79,269,258.08  79,269,258.08    

预收款项 32,732,911.20    -32,732,911.20  

合同负债   28,964,149.18  28,964,149.18  

应付职工薪酬 17,560,269.52  17,560,269.52    

应交税费 1,148,769.69  1,148,769.69    

其他应付款 167,055,015.41  167,055,015.41    

其中：应付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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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4,247.36  3,754,247.36  

流动负债合计 549,750,462.71  549,735,948.05  -14,514.66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2,868,600.00  2,868,600.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3,563,876.39  3,563,876.39    

其他非流动负债   14,514.66  14,514.66  

非流动负债合计 6,432,476.39  6,446,991.05  14,514.66  

负债合计 556,182,939.10  556,182,939.10    

股东权益：       

股本 565,180,080.00  565,180,08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822,565,468.33  822,565,468.33    

减：库存股 29,544,060.00  29,544,060.00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118,955,974.01  118,955,974.01    

未分配利润 493,992,879.04  493,992,879.04    

股东权益合计 1,971,150,341.38  1,971,150,341.38    

负债和股东权益合计 2,527,333,280.48  2,527,333,28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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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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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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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0年1月，本公司子公司湖南云冷冷链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控股子公司湖南云冷食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元，自成立之日起，本公司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2、本公司于2020年1月收购武汉第二电线电缆有限公司，1月19日办理完毕工商变更，自工商变更之

日起，本公司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3、本公司于2020年7月处置控股子公司湖南金杯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并完成工商变更手续。 

 4、2020年12月，本公司子公司金杯电工电磁线有限公司收购无锡统力电工有限公司，12月9日办理

完毕工商变更，自工商变更之日起，本公司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特此公告。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3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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