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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79                           证券简称：长缆科技                           公告编号：2018-044 

长缆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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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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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缆科技 股票代码 002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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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平 刘丽红 

办公地址 
长沙高新开发区麓谷工业园桐梓坡西路

223 号 

长沙高新开发区麓谷工业园桐梓坡西路

223 号 

电话 0731-85262635 0731-85262635 

电子信箱 cldg@csdlfj.com.cn cldgli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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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548,559.59 292,791,722.66 6.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2,956,075.18 67,768,498.23 7.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0,250,303.91 65,190,412.12 7.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336,860.52 1,052,942.94 -416.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8 0.43 -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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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8 0.43 -11.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9% 9.12%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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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2,528,218.17 1,687,555,661.32 3.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48,684,304.95 1,396,418,334.11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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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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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正元 境内自然人 33.97% 65,604,035 65,604,035   

肖上林 境内自然人 3.05% 5,897,940 5,897,940   

唐陕湖 境内自然人 2.10% 4,058,792 4,058,792   

陈均山 境内自然人 2.09% 4,034,351 4,034,351   

罗兵 境内自然人 2.05% 3,958,513 3,958,513   

张建纯 境内自然人 1.84% 3,548,735 3,548,735   

薛奇 境内自然人 1.72% 3,318,181 3,318,181   

吴跃坚 境内自然人 1.65% 3,191,369 3,191,369   

郭长春 境内自然人 1.27% 2,452,415 2,452,415 质押 1,040,000 

母斌 境内自然人 1.01% 1,959,941 1,959,94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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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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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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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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公司在董事会的强力领导下，持续执行依托在行业内深远的影响、可靠的质量、先进的工艺和务实的工作

作风，按照公司整体战略和年度规划，克服了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原材料价格及人工成本上涨等不利影响，保证了业务规模

和经营业绩的持续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实现31,154.86万元，同比增长6.4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295.61万元，同比增长

7.6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7,025.03万元，同比增长7.76%。 实现每股收益0.38元，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每股收益0.36元。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资产总额174,252.82万元，所有者权益144,868.43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始终贯彻“以技术推动企业发展”发展思路，进一步加强了市场的拓展力度，在继续强化传统产业和市场

优势之外，积极进行新兴产业和新兴市场开发，报告期内，公司完成的重点工作如下：  

1)研发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各项研发项目及重点工作顺利开展。报告期内,实现了500kV系列产品关键部件出厂试验工装

的自动化，同时，为了进一步丰富产品种类，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公司新开发了220 kV欧式结构户外终端的产品。交、直

流超高压、特高压等产品在研发方面也取得显著成绩，交流500kV系列产品顺利通过了型式试验和预鉴定试验， DC±525kV

系列产品顺利通过型式试验，目前正在进行下一步的预鉴定试验。上述重点研发项目的有序完成，将为公司后续抢占国内外

高端电缆附件产品市场提供有力的保障。与此同时，公司注重科技项目申报，积极参与国家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南方电

网有限责任公司科技项目研发工作，并通过加强与行业内知名研究院所、高等院校合作，提高自身的研发能力，发现、培育

新的产品、产业，为企业的持续高速发展提供了潜在的动力支持，同时公司加强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专利申请工作持续推

进，获得授权专利数量不断增加。 

2)营销方面，公司持续进行营销体系的提质改造，完善营销体系布局，重点聚焦省、市、县市场，全面实现销售网络下

沉。报告期内公司新设了3家全资营销子公司，目前累计共新设和改造的全资营销子公司共14家，全资营销子公司的新设和

改造，保证了公司销售业务逐渐向地（县）级城市等终端市场下沉，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在超过60个地（县）级城市布局有

销售机构，下一步公司计划在150个地（县）级城市实现销售机构布局。通过对营销体系的调整和建设，有力的保证了新客

户不断增加和销售收入的持续增长；同时公司通过对国际电缆附件市场详尽的市场调研和分析论证，并对标国际先进企业，

坚定了拓展国际市场的信心，报告期内通过引进具有丰富国际贸易背景的专业营销人员，打造了成熟的海外市场营销团队，

为多种方式、多种渠道的大力推进海外销售业务进行充分的前期准备，并在报告期内取得突破。 

3) 在体系方面，公司完成了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换版工作、CRCC 产品认证复评工作、核电产品兴

原认证工作。公司持续全面推行安全生产及6S管理，确保6S实现常态化，逐月对各车间生产现场进行6S及安全隐患检查和

班组长检查考评，并提出整改意见和组织实施，质量管理部门、各生 产车间将质量管理工作前移，实施生产过程质量控制，

严把生产工序的每个关键控制点，将工作质量与产品质量挂钩，坚持 执行自检、互检、复核等多方质量管理方法，通过提

高生产效率、材料利用率、产品直通率、加强低值易耗品管控等控制手段，达到节能降耗目的；通过工艺改进，结构优化，

降低生产成本；同时，注重对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跟踪通过对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跟踪，加强对制定措施有效性的评价，报

告期内无产品批量不合格及重大质量事故。同时改进采购工作流程，部分物资实行网上采购；引进新的供方进行价格竞争、

质量竞争；以及直接从制造商单位采购、减少中间环节；这些措施有效的降低了原材料价格上涨给公司带来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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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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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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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增加3户，系报告期内新设全资子公司浙江长缆电工

设备销售有限公司、湖北长缆电工器材销售有限公司和广西长缆电气设备销售有限公司。 

 

 

 

 

                                                                                 长缆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俞涛 

 

2018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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