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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92                            证券简称：ST 远程                            公告编号：2020-035 

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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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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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远程 股票代码 002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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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斯秀 陶金秋 

办公地址 江苏省宜兴市远程路 8 号 江苏省宜兴市远程路 8 号 

电话 (0510) 80777896 (0510) 80777896 

电子信箱 IR@yccable.cn IR@yccable.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营业务概述 

公司主营业务为电线电缆行业。在电线电缆领域，公司主要从事电线、电缆产品的研发、生产与经营，公司的主要产品

为500kV 及以下电压等级电力电缆、特种电缆、裸导线、电气装备用电线电缆四大类。公司拥有自主进出口权，是“全国用

户满意企业”、“江苏省质量管理先进单位”、“AAA级重合同守信用单位”、“AAA级资信企业”。 公司产品除被国家电网公司

及其关联企业采购以外，还先后被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管理局、铁道工程交易中心、中国化工集团、中材国际、中国建筑、

兴澄特钢、常州机场、北京地铁、上海地铁等许可销售。公司具有多个在行业内部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品种:公司核电站用

电缆已经获得国家核安全局颁发的《民用核安全电气设备设计/制造许可证》，矿物绝缘电缆广泛应用于重要的公共设施，光

电复合电缆已经在国网公司山东电网智能化改造中获得应用，此外公司110kV、220kV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也已投产。 

2、经营模式 

公司线缆业务主要采用以销定产的经营模式。公司参与客户招标，中标后公司将根据交货日期、产品种类和运输距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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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详细的生产计划并组织生产。公司通过技术创新、新产品的研发投入和人才引进等方式不断提升公司的销售能力和创新能

力,公司产品已通过了ISO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2015环境管理体系认证、ISO45001：2018 职业健康安

全管理体系认证，并获得了国家强制性产品CCC认证证书、PCCC电能产品认证证书、民用核安全设备设计和制造许可证，

南非SABS认证、美国UL认证、荷兰KEMA认证、欧盟CE认证、环保ROHS认证，公司产品质量得到了客户的广泛认可。 

3、行业情况 

电线电缆制造业是国民经济中最大的配套行业之一，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电线电缆产品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各

个部门，为各个产业、国防建设和重大建设工程等提供重要的配套支持，是现代经济和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保障。目前，我

国线缆产品广泛应用于能源、交通、通信、汽车以及石油化工等众多产业。国家电网建设、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交通设

施建设等的投入，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给电线电缆行业发展带来巨大的市场机遇和新的增长点。从产品结构及行业竞争

情况来看，国内电线电缆生产企业众多，但往往规模较小，产业集中度低，生产产品多以中低压线缆为主，同质化竞争严重。

公司努力加大研发投入，积极研发高压、超高压等高端线缆产品，突破研发壁垒，增强核心技术竞争力以提高产品附加值，

开辟新的市场空间。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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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2,792,995,484.95 3,000,003,943.71 3,000,003,943.71 -6.90% 2,572,700,903.13 2,572,700,903.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8,481,782.18 -366,524,924.46 -410,930,953.41 102.06% 74,872,165.23 74,872,165.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4,563,332.64 39,041,275.29 22,976,275.29 6.91% 25,367,520.46 25,367,520.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4,414,503.86 -52,472,681.52 -52,472,681.52 203.70% -127,205,751.68 -127,205,751.68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118 -0.5104 -0.5722 102.06% 0.1043 0.104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118 -0.5104 -0.5722 102.06% 0.1043 0.10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78% -27.96% -31.89% 32.67% 5.09% 5.09%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2,743,319,494.27 2,943,665,884.51 2,912,165,884.51 -5.80% 3,111,653,884.38 3,111,653,884.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087,341,052.67 1,123,265,489.61 1,078,859,460.66 0.79% 1,496,971,681.35 1,496,971,681.35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详见本报告第五节/七、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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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05,632,416.87 775,041,756.78 934,649,046.78 577,672,264.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036,135.94 29,279,150.03 -116,254,002.87 80,420,499.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054,825.40 28,818,418.91 20,131,319.96 -38,441,231.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458,425.69 252,906,664.77 -336,100,095.69 204,066,360.4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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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8,756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6,841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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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苏新产业优化调

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国有法人 16.59% 119,175,676    

杨小明 境内自然人 16.37% 117,586,662  质押 64,761,200 

杭州秦商体育文化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27% 80,965,100  冻结 80,965,100 

俞国平 境内自然人 6.77% 48,628,800 36,471,600 质押 48,628,800 

无锡联信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3.41% 24,453,514    

许磊 境内自然人 1.74% 12,510,000    

汪素香 境内自然人 1.63% 11,684,100    

瞿理勇 境内自然人 1.24% 8,899,342    

吴东芹 境内自然人 1.24% 8,870,000    

孙新兵 境内自然人 0.71% 5,125,16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锡联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无锡苏新产业优化调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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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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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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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总体经营情况 

2019年全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279,299.55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848.18万元。截至2019年末，公司资产

总额274,331.95万元，负债总额167,409.84万元，净资产106,922.11万元。 

（二）2019年度重点工作情况 

1、引入国资股东，优化公司治理结构 

2019年，在宜兴市政府的协调下，公司与江苏资产积极对接，商讨化解公司困境的途径。2019年7月、11月，江苏资产

指定主体苏新投资相继参与了两次公司股权司法拍卖，取得股权共计15.15%，有效稳定了公司股权结构。截至报告期末，苏

新投资和一致行动人已共计持有公司20%的股份，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国资股东的进入，进一步优化了公司股权结构，对提升公司管理水平、改善公司经营环境、确保公司未来持续健康发展

带来了积极影响。2019年，公司还完成了董事会和监事会的换届选举，选聘了新一届高管团队，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日臻完善。 

2、完成银团组建，缓解公司资金压力 

资金是企业的血脉。2019年下半年，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关心下，在管理层的积极努力下，在国资股东进入的助力

下，公司及两家全资子公司共申请到了12.24亿元的银团存量贷款。此次银团贷款的获得对缓解公司现金流压力、降低公司

融资成本、稳定公司生产经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评估自身资源，科学制定营销策略 

2019年，在内外部面临较大压力的情况下，公司经过对市场环境和现有资源的合理评估，有选择性地放弃部分订单，聚

焦资源服务优质客户，稳定销售收入和盈利水平。全年，公司严格按照“资质背景好，付款条件优”的标准进行订单甄选，

坚决贯彻“精产量，控成本，快回款”的三大原则，持续不断地抓重点、补短板，货款回笼速度明显加快，全年实现了经营

性现金的净流入，为稳定经营做出了积极贡献。 

4、坚持技术创新，产品品质持续提升 

公司在技术和研发方面持续创新和突破，2019年共获得实用新型专利授权7项、发明专利授权1项；完成了重要场合用B1

级阻燃电缆、电气化铁路27.5kV单相电缆的设计、试制，并顺利地取得了型式试验报告，以满足市场对高端领域电线电缆的

需求。质量保证方面，公司对原材料、半成品、成品等的各项指标管理更加严格，持续加大抽检力度，产品品质不断提升。 

2019年,公司获得了江苏省质量信用AAA级荣誉，公司检测中心也获得优秀测量管理体系认证（AAA）企业的荣誉。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电力电缆 703,830,974.22 157,778,192.54 22.42% -43.69% -28.95% 4.65% 

特种电缆 1,982,968,387.20 354,858,463.11 17.90% 19.73% 22.56% 0.41% 

电气装备用线缆 68,313,010.27 11,035,425.68 16.15% -4.78% 38.59% 5.06% 

裸电线其他 37,883,113.26 4,976,223.03 13.14% 72.07% 46.66%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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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较前一期报告发生重大变化的主要是本报告期未决诉讼预计损失减少所致。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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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9年4月，财政部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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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业

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改，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并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追溯调整。 

2、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

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等（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3、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以下简称“新债务重组准则”)，修订了债务

重组的定义，明确了债务重组中涉及金融工具的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等准则，明确了债

权人受让金融资产以外的资产初始按成本计量，明确债务人以资产清偿债务时不再区分资产处置损益与债务重组损益。本公

司对2019年1月1日新发生的债务重组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9年1月1日以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整。 

4、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下简称“新非货币性交换准则”），

明确了货币性资产和非货币性资产的概念和准则的适用范围，明确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时点，明确了不同条件下非货

币交换的价值计量基础和核算方法及同时完善了相关信息披露要求。本公司对2019年1月1日以后新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交易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9年1月1日以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交易不进行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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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原实控人及其关联方存在向多个单位或个人（以下简称“债权人”）进行融资的行为。在未经正常内部审批流程的

情况下，公司为原实控人及其关联方的上述融资行为或与债权人签订担保/借款协议，或对外签发无真实贸易背景的票据，

或以子公司资金提供保证金（以下统称违规担保），原实控人及其关联方未能清偿到期债务已构成债务违约，公司作为被告

已被债权人陆续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由于原实控人及其关联方未能清偿到期债务造成债务违约爆发前，原实际控制人已将

公司控制权进行了转让，未能向公司提供违规担保的相关信息和原始资料，虽然公司根据所搜集的资料对违规担保可能造成

的损失进行了预估，但因搜集的相关信息和原始资料有限，造成预估损失不准确。 

公司高度重视上述违规担保给公司造成的影响，采取了各种措施进行应对，包括聘请专业的律师团队从案件审理法院获

取相关涉诉信息的原始资料，搜集相关证据并积极开展应诉工作，通过法律诉讼途径维护公司合法权益；根据所搜集或取得

的最新资料，重新审视和回顾2018年度年报中各项违规担保预计损失计提的会计处理，即在2018年度财务报告期间的会计处

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确认的要求；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

的更正及相关披露》（2018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对2018年年报中未决诉讼损失因会计差错造成的错报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

并进行前期差错更正，2018年年报中涉及需要进行会计差错更正的详细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未决诉讼事项 
更正前 

预计损失 
更正金额 

更正后 

预计损失 

1 蔡来寅诉秦商体育、夏建统、本公司、睿康集团等民间借贷纠纷 3,700.00 518.00 4,2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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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恬静诉秦商体育、本公司、睿康集团、夏建统、夏建军、黄杰等合同纠纷 6,600.00 -242.12 6,357.88 

3 
湖州四信诉锦州恒越、秦商体育、本公司、夏建统、夏建军、申劼佶等借款

合同纠纷 
1,862.93 -1,072.32 790.61 

4 杭州力卓诉夏建军、本公司民间借贷纠纷 2,320.25 153.09 2,473.33 

5 刘韬诉本公司、夏建军、夏建统、秦商体育、锦州恒越等民间借贷纠纷 1,267.28 -247.28 1,020.00 

6 杭州中小诉秦商体育、本公司、夏建统等借款合同纠纷  10,086.10 10,086.10 

7 正奇国际诉本公司、夏建统等票据纠纷 8,000.00 -8,000.00  

8 马根木诉锦州恒越、秦商体育、天夏智慧、本公司、夏建统民间借贷纠纷（注）  1,638.63 1,638.63 

9 
吴根良诉秦商体育、本公司、夏建统、夏建军、锦州恒越、李林波等民间借

贷纠纷 
741.95  741.95 

10 
深圳市益安保理有限公司诉本公司、上海连行、夏建统和高翔票据追索权纠

纷 
1,774.56  1,774.56 

 合计 26,266.96 2,834.10 29,101.06 

上述前期会计差错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更正，对2018年度财务报表相关项目进行了追溯调整，财务报表影响项目及金

额如下： 

（一）合并财务报表 

1、资产负债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报表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预付款项 32,875,409.18 -31,500,000.00 1,375,409.18 

预计负债 315,142,614.00 28,341,028.95 343,483,642.95 

未分配利润 173,867,483.24 -44,406,028.95  129,461,454.29 

少数股东权益 -2,681,268.40 -15,435,000.00  -18,116,268.40 

2、利润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报表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资产减值损失 67,969,208.88 31,500,000.00 99,469,208.88 

营业外支出 407,068,878.24 28,341,028.95 435,409,907.19 

净利润 -368,991,207.92 -59,841,028.95 -428,832,236.87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366,524,924.46  -44,406,028.95  -410,930,953.41  

少数股东损益 -2,466,283.46  -15,435,000.00  -17,901,283.46  

（二）母公司财务报表 

1、资产负债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报表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预计负债 262,669,614.00 28,341,028.95 291,010,642.95 

未分配利润 329,426,617.90 -28,341,028.95 301,085,588.95 

2、利润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报表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营业外支出 263,235,650.88 28,341,028.95 291,576,679.83 

净利润 -229,160,381.21 -28,341,028.95 -257,501,410.16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睿康影业和睿康影视设立后无实际经营业务发生，分别于2019年4月和2019年5月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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