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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51              证券简称：摩恩电气               公告编号：2019-048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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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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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勰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江山路 282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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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21-58979608  

电子信箱 zhang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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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256,806.91 276,024,354.58 -36.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6,551,885.46 11,318,703.07 311.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9,591,031.43 4,375,382.13 -319.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65,795,998.07 128,327,376.26 -48.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3 2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3 2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80% 1.72%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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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0,724,392.81 1,593,799,695.45 -11.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707,429,353.77 660,877,468.31 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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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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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质押 35,074,000 

上海融屏信

息科技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74% 77,920,000 0 冻结 77,920,000 

问泽鑫 境内自然人 4.78% 21,010,000 21,010,000   

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9% 3,472,586 0   

富安达基金

－南京银行
其他 0.49% 2,16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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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安达－

富享 16 号股

票型资产管
理计划 

叶振 境内自然人 0.41% 1,794,300 1,794,300 冻结 1,196,200 

湖州信杰诚

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14% 598,100 0   

程宏 境内自然人 0.10% 430,000 0   

张月 境内自然人 0.10% 422,400 0   

林娜 境内自然人 0.07% 315,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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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王详通过信用证账户持有 30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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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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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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以来，公司一如既往地坚守“求特、求精、做强、做大”的企业理念，专注执行年初既定

的目标和战略推进各项工作。 

   （一）电缆板块 

 1、强抓技术创新，提升市场竞争力。2019年上半年，公司继续推进产品创新，自主研发新产品如风

电设备用塔筒内固定敷设敷设铝合金电力电缆等，完成2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深化与知名院校、科研院

所的战略合作。继续推进工艺创新，对公司现有设备和工艺进行全面梳理，进一步为公司的生产经营降低

成本，创造效益。 做好生产许可证扩证工作，做好阻燃耐火产品的消防认证工作，做好出口加拿大TECK90

电缆新产品的开发UL和CUL认证，欧标光伏的TUV认证，澳标电缆的型式实验检测认证，为公司产品出口

提供保障，扩大国际市场的份额和影响力。  

2、强抓市场管理，提升市场掌控力。 继续深化2018年提出对市场布局进行调整，将市场重新划分的

营销战略，坚定不移地推进自主营销和公司高管走向市场各自挂帅的销售模式，强化营销人员责任意识、

指标意识和效益优先意识。 通过强化企业的质量、技术、设备、服务等管理提升，抓住主体市场、战略

客户不放松，大力抢占优质客户资源，扩大合作广度和深度。继续突破特种电缆市场，加快柔性防火电缆、

B1级环保电力电缆、BTTZ防火电缆、风能电缆、地铁直流电缆的开发推广，推动市场销售。尤其加强在

铁路、建筑等领域的市场开发、市场服务工作，提高企业盈利能力。  

 3、完善质量管理制度，更好地做好质量管控工作。 2019年以来，公司质量管理工作重点是过程管控

和成品把关，规范过程检验，及时发现问题，争取把质量问题控制和解决在最早阶段，减少和避免造成更

大的损失；努力通过原材料检验、过程检验、成品检验的管控，实现在2018年的综合一次检验合格率96.7%

的基础上提升综合0.5%以上，达到高压电缆一次检验合格率98%，低压电缆一次检验合格率97%，出厂产

品的客户投诉降低到同比例60%以下，进一步减少质量问题造成的经济损失，提升公司效益。 

 4、突出效益导向，提升公司管理水平。 继续强化各类风险管控，落实安全管理，强化质量管理，强

化督查考核提升工作效能，加大对公司制度执行、重大项目、月度总结和计划等重要事项的监察力度。 

（二）类金融板块 

公司旗下两子公司摩恩租赁摩恩保理均从事类金融相关业务。我国融资租赁业经历了前几年的快速发

展后，近两年行业发展增速持续放缓，地域发展不平衡性十分明显。特别是2018年以来，在国家金融调控、

降杠杆、地方政府债务监管等系列政策的影响下，行业监管趋严，竞争激烈，租赁行业整体业务及盈利空

间下降。公司始终以风险第一为经营理念，自去年以来一方面压缩租赁业务，同时增加保理（以房产抵押

为风险保障）业务。2019年上半年租赁保理业务共实现营业收入3,377.1万元，比同期2,306万元，增长4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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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租赁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73.2万元，比同期1,879.1万元，下降42.89%；保理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03.9

万元，比同期426.9万元，增长439.68%；2019年上半年租赁保理业务净利润706.69万元，比去年同期1,465.89

万元，下降51.79%。 

公司旗下摩安投资主要从事不良资产清收处置服务。2019年，在宏观经济调整背景下，中国的不良资

产处置行业从“抢包”回归理性，今年一季度开始，资产报价格可能回落10%。 但是不良资产的价值在于作

为抵质押物的底层资产的土地、房产等固定资产上，受经济下行压力影响，这些资产变现能力大不如前，

不良资产的周转速度和回报变得漫长，投资不确定也增加。 本年，摩安投资继续结合自身和区域特色，

进行运营模式调整及资源整合，以应对市场发展。主要是加强多方位人才培养和储备，扩大区域市场开拓；

加强行业研究，增强风控意识；加强对不良资产包的调研、评估、估值认证、法律保障、清收处置等，进

行全过程管理和考核。 

（三）经营情况 

截止2019年06月30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525.68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了36.51%，主要原因是2019

年上半年电缆收入为14,069.31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了39.3%；不良资产处置收入为79.24万元，比上年同

期下降了96.3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655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了311.28%，主要是处置全资

子公司上海摩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形成的非经常性损益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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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6月15日，财政部印发了《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和通知要求编制财务报表。公司根据上述财会文件的要求，对财务报表格式的相关内容进行相应变更。 

2017年3月31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通

知》、《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以及2017年5月2日，

财政部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等四项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以下简称

“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应当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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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甲方”）持有上海摩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摩鸿信息”或“标的公司”）100%的股权。为了提升公司资金效率、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公司拟与摩恩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恩控股”或“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将所持摩鸿信息100%的股权以

12,834.06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摩恩控股。  

2019年3月6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非关联董事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上海摩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朱志兰

女士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具体详见于2019年3月7日在《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上海

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上海摩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2019-013）。 

2019年3月22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上海摩鸿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问泽鸿、问泽鑫、朱志兰回避本议案表决，本议案经出席

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具体详见于2019年3月23日在《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上

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上海摩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

2019-020）。 

    本次摩鸿信息100%股权转让将会导致公司合并范围变更。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摩鸿信

息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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