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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51                      证券简称：摩恩电气                公告编号：2018-094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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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立 董事 出差 问泽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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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恩电气 股票代码 002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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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储韬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锦康路 258号陆家

嘴世纪金融广场 1 号楼 40 层 
 

电话 021-58979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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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箱 investor@mornelectr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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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024,354.58 205,475,602.66 34.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318,703.07 21,376,955.22 -47.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375,382.13 19,691,191.73 -77.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8,327,376.26 -56,804,512.97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5 -4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5 -4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2% 3.33%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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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8,208,864.13 1,631,075,917.33 -6.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63,812,801.54 652,494,098.47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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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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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泽鸿 境内自然人 40.23% 176,680,000  质押 35,000,000 

上海融屏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38% 85,129,400  质押 77,667,644 

问泽鑫 境内自然人 5.50% 24,148,000 21,006,000   

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0% 11,436,382    

叶振 境内自然人 0.54% 2,392,400 1,794,300 质押 2,234,568 

王广鹏 境内自然人 0.42% 1,854,900    

任元月 境内自然人 0.42% 1,824,100    

李菱 境内自然人 0.38% 1,681,100  冻结 1,681,100 

MORGAN 

STANLEY & CO. 
境外法人 0.36% 1,564,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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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

L PLC. 

王素君 境内自然人 0.21% 939,00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问泽鸿先生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2）本公司股东问泽鑫是公司控股股东问泽鸿的哥哥。除以上情

况外，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中的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3）问泽鸿先生通过中信证券的高管增持计划 3 号间接持有公司

股票 2,912,000 股；问泽鑫先生通过中信证券的摩恩共赢一号员工

持股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票 886,838 股（员工持股计划共持有

8,446,082 股，问泽鑫持有 10.5%员工持股计划份额）。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上海融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77,920,000 股，通

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7,209,400 股，合计持有 85,12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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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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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以来，公司所处的电缆行业发生了积极向好的转变。电缆行业乱象得到有效矫正，

减少了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市场逐步趋于规范化，低价恶性竞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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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减少。行业内公司通过兼并、收购、升级、转型等方式，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促进

了行业资源整合，提升产品质量，促进电缆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公司凭借技术、资金、管理优势，持续推动新产品研发，重点发展特种电缆。同时进一

步通过工艺改进降低成本，使铜材超标生产现象得到抑制，铜材无形消耗得到有效控制。另

一方面，公司积极发展类金融板块，各子公司摩安投资、摩恩租赁、摩恩保理的业务均正常

开展中。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7,602.4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4.3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1,131.87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7.05%。 

    报告期内，公司电缆主营业务收入较去年同期有所增长，实现营业收入22,182.24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56.93%。类金融业务收入则稳步提升：其中摩恩租赁稳步发展教育、医疗等

板块的业务，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1,879.12万元，净利润1,347.63万元。摩恩保理实现营业收

入426.89万元，净利润118.26万元。摩安投资实现营业收入2,152.39万元，净利润919.2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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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上海摩恩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固定资产评估出资人民币10,000万元投资设立上海摩恩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具体名称以工商登记部门核准为准，以下简称“标的公司”）。为提高标的公司

综合竞争力，满足其业务发展需要，为其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拟设立子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公司拟变更标的公司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13,000万元（如有不足部分以现金补足），其他内容保持不变。公司于2018

年1月5日完成上述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由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颁发的《营业执照》，成立了上海摩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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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问泽鑫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8 年 8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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