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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71                               证券简称：中超控股                          公告编号：2018-059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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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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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超控股 股票代码 002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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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润楷 林丹萍 

办公地址 宜兴市西郊工业园振丰东路 999 号 宜兴市西郊工业园振丰东路 999 号 

电话 0510-87698510 0510-87698298 

电子信箱 zccable002471@163.com ldp0024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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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7,541,336.20 2,998,636,766.00 16.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0,886,819.95 42,326,399.22 91.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3,289,388.52 38,583,004.85 -3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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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0,623,507.31 -326,161,983.29 158.4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38 0.0334 91.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38 0.0334 91.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0% 2.30%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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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46,489,524.68 9,162,928,586.54 -4.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66,799,876.14 1,886,288,313.92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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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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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鑫腾华

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00% 253,600,000 0 质押 253,600,000 

江苏中超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08% 216,634,030 0 质押 196,800,000 

杨飞涛 境内自然人 1.20% 15,169,924 0   

侯山义 境内自然人 0.86% 10,886,780 0   

黄凤芳 境内自然人 0.72% 9,079,652 0   

杨飞 境内自然人 0.68% 8,608,749 8,608,749 质押 8,600,000 

宋甲琴 境内自然人 0.64% 8,079,950 0   

郑浩 境内自然人 0.31% 3,928,500 0   

朱建初 境内自然人 0.28% 3,545,000 0   

顾珍芳 境内自然人 0.26% 3,353,9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杨飞为江苏中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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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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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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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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江苏中超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

券 

14 中超债 112213 2019 年 07 月 04 日 32,888.01 7.20% 

（2）公司报告期末和上年末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72.23% 68.74% 3.49%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2.06 2.21 -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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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以来，公司紧紧围绕董事会确定的年度战略经营目标和战略规划。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在管理层和全体职工的共同

努力下，推动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努力调整业务结构、加快技术创新，加大销售激励拓展市场，使公司保持平稳有序的发

展，市场竞争力得到进一步增强。公司2018年上半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350,952.8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7.04%；实现利润

总额10,081.9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3.8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8,088.6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1.10%。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的重点工作如下： 

1、公司深刻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稳中求进，结合新常态下的企业党建要求，锐意进取，通过党建传统优势

与公司在转型升级任务相结合，带动提升企业党员、职工的战斗力，以党建促进企业发展；公司控股子公司锡洲电磁线的党

建工作获得了无锡市雁阵计划5A验收。 

2、公司积极响应党的十九大号召，做大做强实体经济，将电缆及日化实业作为新的双主业发展战略，同时将紫砂产业

剥离出上市公司。报告期内，公司将持有利永紫砂陶70%股权与宜兴市中远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远方电缆49%的股权及宜兴

市新中润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明珠电缆49%的股权进行置换。同时公司将持有中超科贷51%股权出售给中超集团，通过上述

的运作，公司的主营业务进一步得到强化和突出，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财务质量，提升公司业绩，优化产业结构，增强持

续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实现公司持续稳定发展。同时公司充分利用控股股东对日化行业的了

解及经验等优势，投资设立了控股子公司中超鹏锦，围绕日用化学品行业及上下游进行投资，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的经营业

绩。 

3、控股子公司中超石墨烯针对石墨烯复合屏蔽材料优异的性价比逐步得到用户认可、市场需求旺盛的良好局面，即时

调整产品结构，重点加强石墨烯复合屏蔽材料的生产、销售和优化，同时瞄准高压电缆的发展趋势，积极开展110KV及以上

超高压电缆用屏蔽料、石墨烯复合导电布（带）及聚丙烯基石墨烯复合屏蔽材料的研发工作。 

    4、在稳固老客户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优化市场结构，与中国电力成套及协鑫集团的战略合作成效初显，海外总公

司在级别提升、人员扩编后，新开发加纳市场等国外用户，积极拓展沙特、巴基斯坦市场，保持较好的发展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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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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30日公司与中远投资、新中润签署的《股权置换协议》，公司拟以其持有利永紫砂陶46.71%的股权置换中远

投资持有远方电缆49%的股权。公司拟以其持有利永紫砂陶23.29%的股权置换新中润持有明珠电缆49%的股权，差额部分约定

以公司应收利永紫砂陶的往来款债权抵偿。本次资产置换以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公司

审计和评估的结果为定价依据，置出资产最终确定的交易价格共计23,653.33万元；置入资产最终确定的交易价格共计

35,408.33万元。置出资产和置入资产的价格差额为11,755.00万元，由公司以应收利永紫砂陶的往来款债权中的11,755.00

万元抵偿给新中润。 

（2）2018年3月30日，公司与公司股东江苏中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超集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

称“协议”），拟将公司持有的中超科贷51%股权出售给中超集团，协议价格为人民币5,267.44万元。 

（3）经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设立控股子公司广东中超鹏锦日化科技有限公司，经揭阳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核准，并取得注册号为91445200MA51H9Q69T的营业执照，注册资金为16,000.00万元。截至2018年6月30日股东实缴出资

0元人民币，实缴出资占注册资本比例为0%。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黄锦光 

  

                                                                                                                                     2018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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