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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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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根据公司的经营和资金状况，公司董事会确定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0 元（含税），预计派发现金红利

31,194,300.00 元，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的 30.09%。该利润分配预

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尚纬股份 603333 明星电缆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姜向东 

办公地址 四川省乐山高新区迎宾大道18号 

电话 0833-2595155 

电子信箱 securities@sunwayint.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公司是集高端特种电缆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公司主要产品包括核电站用电缆、轨道交通用电缆、中压交联电缆、高压电力电缆、太阳能

光伏发电用电缆、矿用电缆、船用电缆、风力发电用电缆、军工航天航空用电缆、海上石油平台

用电缆等，并被广泛应用于核电、轨道交通、国网电力、光电、风电、化工、石油石化、军工、

航天航空等诸多领域。图 1：公司部分电缆产品（二）经营模式 1、销售模式公司销售业务采取直

销与代理销售相结合的销售模式，主要通过招投标方式和客户签订购销合同。公司根据“区域（含

海外）+产品领域”的营销模式，构建了“四区两部一司（即东南西北四大营销片区、国际事业部、

重大项目事业部与销售公司）”与销售部相结合的市场营销组织架构。重大项目事业部以产品为

中心发挥技术与销售协同作战优势，全力攻坚国家电网和核电新能源、军工、轨道交通等特殊市

场，重点突破高压、超高压电缆产品市场。国际事业部采用以“借船出海”为主，自主直接出口

贸易协同推进的方式，与大型央企、国企合作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科学推进海外业务和营销网点

建设，逐步形成海外营销辐射网络。2、生产模式公司始终坚持“以销定产”的订单式生产模式。

公司根据与客户签订的合同或订单，结合四川、安徽两基地生产能力，以交货期、产品种类和运

输距离制定生产计划并组织生产。3、原材料采购模式公司生产所需要的主要原材料为铜、绝缘料、

屏蔽料及护套料等。对于占产品成本比重高、价格波动较大的主要原材料铜，公司采用“近期订

单现货采购”、“签订开口合同（可调价合同）”、“远期订单远期点价”三种采购方式以降低

铜材价格波动风险，并根据订单需求和生产安排采购。公司生产所需原材料全部由物资采购中心

从合格供应商进行统一集中采购。一方面，整合原有物资采购资源，减少人力、物力投入；另一

方面，集中采购资源形成规模采购，降低采购价格，同时，也能保持四川、安徽两基地生产原材

料统一性，保证制造电缆产品质量。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对经营模式进行优化。（三）行业情况电

线电缆行业是我国经济建设重要的配套产业，占据我国电工行业四分之一的产值。未来，随着国

内经济规模日益扩大，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新能源、轨道交通、特高压、智能电网等领域发展

迅速，对电线电缆的需求不断释放，将为中国的电线电缆行业带来巨大市场空间。报告期内，电

线电缆行业总体保持平稳发展，行业内资源整合进一步加速，产业结构逐步优化。但电线电缆行

业还是存在中低端同质化竞争加剧，成本费用过快增长，资金占用居高不下和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等问题。在新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增长阶段，电线电缆行业

由粗放式速度规模竞争加速转向质量品牌信用的竞争，下游客户更注重产品质量，质量保证、技

术优势以及品牌优势更能提高客户黏度，客户更青睐安全可靠的优质电缆供应商。在高端电缆特



种电缆领域，存在较高的进入壁垒，主要为技术壁垒，行业市场参与者较少，主要为少量外资厂

商、合资厂商和内资龙头企业、优秀上市公司等。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2,939,246,565.45 2,246,195,281.84 30.85 1,810,232,295.03 

营业收入 2,033,545,707.37 1,575,210,073.66 29.10 914,265,517.3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03,671,230.46 57,976,762.53 78.82 16,883,175.8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86,088,529.67 51,068,215.29 68.58 12,257,762.2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531,756,230.90 1,415,458,539.20 8.22 1,419,807,751.35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3,449,733.63 -216,255,537.50  -84,452,752.52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0 0.11 81.82 0.03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0 0.11 81.82 0.03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7.09 4.05 增加3.04个百分点 1.2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435,549,062.21 472,924,703.31 514,505,541.82 610,566,400.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9,187,786.67 43,658,756.69 31,926,632.44 8,898,054.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17,071,790.52 38,966,902.70 29,790,121.82 259,714.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16,279,047.74 35,308,709.27 1,756,883.07 132,663,189.03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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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6,99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6,08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李广元 0 249,499,500 47.99 0 质押 142,121,000 
境内自

然人 

李广胜 0 52,000,500 10.00 0 质押 49,000,000 
境内自

然人 

上海凌鸷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世

嘉一号私募基金 

2,116,821 11,330,328 2.18 0 未知 0 未知 

重庆信三威投资咨询

中心（有限合伙）－

润泽前程 1 号私募基

金 

-462,700 9,920,847 1.91 0 未知 0 未知 

李敏 未知 6,326,500 1.22 0 未知 0 未知 

盛业武 0 3,750,000 0.72 0 质押 2,750,000 
境内自

然人 

沈卢东 0 3,750,000 0.72 0 未知 0 
境内自

然人 

唐浩 未知 2,989,200 0.57 0 未知 0 未知 

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渝信创新优

势拾壹号集合资金信

托 

-600,200 2,379,600 0.46 0 未知 0 未知 

韩芬琴 未知 2,221,700 0.43 0 未知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广元先生与李广胜先生为兄弟

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前十名流通股股东以及前十名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优先股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9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03,354.57 万元，同比上升 29.10%，实现归属上市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10,367.12万元，同比增长 78.82%，每股收益 0.20元，同比增长 81.82%；2019年末公司总

资产 293,924.66 万元，同比上升 30.85%，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09%，比上年增加 3.04

个百分点；资产负债率 47.61%，同比增加 10.63个百分点。 

2019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03,354.57 万元，同比上升 29.10%，实现归属上市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10,367.12万元，同比增长 78.82%（增加 4569万元），归属上市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增长幅

度大于营业收入增长幅度的主要影响因素如下： 

1、2019年收入增长 29.10%及毛利率增加 2.17个百分点，影响净利润增加 11244 万元。 

2、2019 年加大市场拓展、研发投入力度，以及随着营业收入的增长，资金需求增加，导致期间

费用率同比增加 2.30个百分点，影响净利润减少 9315 万元。 

3、2019年由于加大应收账款回收力度和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导致应收账款减值损失同比减少，



影响净利润增加 1703万元。其中，应收账款回收率同比增长 12%，影响减值损失减少，净利润同

比增加 1000万元；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当期净利润增加 703万元。 

4、2019年计入当期的政府补助同比增长 340.56%，影响净利润增加 1244万元。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和金额)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修订后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

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

产转移》(财会【2017】8 号)、《企业

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财

会【2017】9 号)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 (财会

【2017】14 号)，并要求境内上市公

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中衔接规定相

关要求，无需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

据进行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

对公司 2018 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产生影响；同时衔接规定于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

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

一致的，对金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

（含减值）进行追溯调整，将金融

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

则施行日（即 2019 年 1 月 1 日）的

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 2019

年 1 月 1 日的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

收益，据新准则规定对 2019 年 1 月

1 日期初调整的报表项目及金额详

见如下所述。 

根据财政部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的

《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

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要求，本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

行修订。 

 详见如下其他说明 

其他说明： 

2019 年 4 月 30 日，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9]6号），要求对已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应按



如下规定编制财务报表： 

资产负债表中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增加

“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

据和应收账款等；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利润表中在投资收益项目下增加“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的明细项目。 

2019年 9 月 19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

（财会[2019]16号），与财会[2019]6号配套执行。 

本公司根据财会[2019]6 号、财会[2019]16 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比较报表，并采用追

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 

相关合并财务报表列报调整影响如下： 

项目 
2018年度（合并） 

变更前 变更后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113,780,518.17 - 

应收票据 - 109,523,859.00 

应收账款 - 1,004,256,659.17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51,352,628.46 - 

应付账款 - 151,352,628.46 

相关母公司财务报表列报调整影响如下： 

项目 
2018年度（母公司） 

变更前 变更后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921,069,258.00 - 

应收票据  93,071,268.00 

应收账款 - 827,997,990.0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96,855,591.19 - 

应付账款 - 196,855,591.19 

财政部于 2017年 3月 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

年修订）》（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2017 年修订）》（财会[2017]9 号），于 2017 年 5 月 2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会[2017]14 号）（上述准则

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年 1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本公司于 2019年 1月 1日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对会计政策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详见第

十一节、五、10。 

2019年 1月 1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按照新

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对金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含减值）进行追溯调整，将金融工具原账面价

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即 2019年 1月 1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 2019年 1月

1日的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同时，本公司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 

2019 年 5 月 9 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

号），根据要求，本公司对 2019年 1月 1 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根据本准则

进行调整，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于 2019

年 6月 10日起执行本准则。 

2019年 5月 16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 号），根

据要求，本公司对 2019年 1月 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

年 1月 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于 2019年 6月 17日起执行本准则。 

上述会计政策的累积影响数如下： 

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相应调整 2019 年 1 月 1 日递延所得税资产

-419,801.53 元。相关调整对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的影响金额为

2,300,149.80元，其中盈余公积为 240,810.60元、未分配利润为 2,059,339.20 元。本公司母公

司财务报表相应调整 2019年 1月 1日递延所得税资产为-424,959.91元。相关调整对本公司母公

司财务报表中股东权益的影响金额为 2,408,106.10 元，其中盈余公积为 240,810.60 元、未分配

利润为 2,167,295.50元。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已经本公司董事会会议批准。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1）本报告期末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序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持股比例（%） 

直接 间接 

1 安徽尚纬电缆有限公司 安徽尚纬 100.00 - 

2 尚纬销售有限公司 尚纬销售 100.00 - 



序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持股比例（%） 

直接 间接 

3 四川尚纬艾克电缆有限公司 尚纬艾克 51.00 - 

4 安徽峰纬搏时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峰纬搏时 99.95 - 

上述子公司具体情况详见本报告十一、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2）本报告期内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 

本报告期内新增子公司： 

序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纳入合并范围原因 

1 安徽峰纬搏时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峰纬搏时 新设 

本报告期内减少子公司：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