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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33                证券简称：金杯电工            公告编号：2020-061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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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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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杯电工 股票代码 00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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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绍坤 周欢 

办公地址 长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方红中路 580 号 长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方红中路580号 

电话 0731-82786126 0731-82786127 

电子信箱 dengshaokun@gold-cup.cn huanzhou03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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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8,122,346.49 2,635,623,256.79 9.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8,104,215.47 87,858,086.01 -11.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5,910,691.68 81,747,832.84 -19.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44,040,487.95 -169,376,958.52 244.0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2 0.158 -2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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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2 0.158 -29.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4% 3.72%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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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7,056,398.02 4,615,854,916.03 34.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091,105,229.89 2,484,341,650.50 2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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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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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能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68% 115,188,480 0 质押 101,649,990 

长沙共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66% 100,310,992 100,310,992   

湖南省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16% 67,255,205 67,255,205   

湖南闽能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07% 29,928,960 0 质押 29,928,960 

范志宏 境内自然人 2.70% 19,832,000 14,874,000 质押 15,865,600 

周祖勤 境内自然人 1.79% 13,152,000 9,864,000 质押 9,042,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50% 11,009,500 0   

孙文辉 境内自然人 1.09% 7,977,000 0   

陈海兵 境内自然人 0.74% 5,472,000 4,104,000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保险产品 
其他 0.54% 3,940,92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其中能翔投资、闽能投资、长沙共举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诸毅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股 2,138,184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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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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由于新冠疫情的突发，国内外经济均受到了巨大冲击，公司生产经营也受到了较大影

响。面对严峻的疫情及经济形势，公司管理层及全体员工克服困难，抓紧解决复工复产面临的问题，凝心

聚力，全面围绕既定战略方针，抢抓机遇，实现营业收入287,812.2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20%；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810.4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1.10%，经营性现金流净额较上年同期大幅

改善。 

2020年第一、二季度公司营业收入及净利润情况分别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0年第一季度 2019年第一季度 变动比例 2020年第二季度 2019年第二季度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88,168.39 116,210.33 -24.13% 199,643.84 147,352.00 35.49% 

净利润 -2,073.33 3,857.69 -153.75% 9,998.42 5,101.39 95.99% 

2020年第一季度，受新冠肺炎疫情及主要原材料铜材价格大幅波动影响，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

降24.13%，另外，因新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控股子公司武汉二线受疫情影响亏损严重，公司整体净利润较上

年同期下降153.75%；但2020年第二季度，随着国内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公司经营状况逐月改善，在手订

单持续增加，第二季度单季营业收入近2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5.49%，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95.99%。 

回顾报告期，严控疫情和恢复生产是贯穿始终的两条主线。2020年上半年，公司旗下各主要分子公司

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如下： 

1、电线电缆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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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湖南区域 

报告期内，全资子公司金杯电磁线快速响应市场，积极调整产品结构，确保产能有序扩张，各项生产

经营保持了良好发展势头。面对新基建带来的特高压发展机遇，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输变电设备制造企业ABB

集团和中国第一大变压器制造企业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电磁线产品的主要长期供应商，金杯电磁线充分

发挥在国内市场输变电装备专用电磁线领域具有的优势，完成应用于扎鲁特到青州特高压项目、渝鄂背靠

背龙泉站联网工程柔性直流项目的15台特高压变压器产品供货，以及陕北-武汉±800kV特高压直流输电工

程用产品的送样工作，为后续继续参与特高压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受益于下游风电行业抢装潮带

来的旺盛需求，绕包线、电磁线圈等电机类产品产销量屡创新高，其中绕包线发货量同比增长47.14%。此

外，在新能源电机用电磁线市场开拓上，金杯电磁线为3家业内知名企业实现批量供货，成为其定点供应

商，并与10余家企业开展了不同阶段的产品验证及小批量供货，预计该类产品将会成为公司新的营收、利

润增长点。经过长期的沉淀、积累和布局，金杯电磁线现已成为特高压、军用电机、三代核电、新能源电

机用电磁线四大高端特种电磁线产品的行业领跑者。 

麓谷事业部通过前期市场结构及客户资源的不断优化，盈利能力不断增强。报告期内，风能电缆、通

用橡套电缆产品销量增幅明显，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7.16%，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28.22%，并与三一、中车、

徐工等战略伙伴建立了牢固的合作关系。 

全资子公司金杯电缆受疫情影响，产业链上下游合作方及客户复工延迟，各项业务进展也随之放缓。

随着我国疫情形势好转，金杯电缆集中发力，多措并举调整市场战略，逐步恢复了盈利能力。报告期内，

相继中标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多个重要项目，以及重庆铁塔、湖南铁塔等5G通信铁塔电缆项目，通信铁塔

建设用电缆订单同比増长60%以上，国网主网新增三大省级中标单位，公路电缆订单増长300%，2020年4-6

月电线销量创历史新高。 

（2）湖北区域 

2020年1月19日，公司完成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武汉二线79.33%股权的过户登记工作，然而1月底

爆发的新冠疫情严重打乱了武汉二线正常的发展节奏，疫情期间处于疫区的武汉二线迎难而上，积极承担

社会责任，7天内共计供应17批次超1000公里电线电缆产品全力支援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建设，并率

先于4月初成为武汉市工业企业中最早复工企业之一，正式复工复产后，武汉二线坚定信心奋起直追，各

项经营指标节节攀升，4-6月共实现营业收入52,310.09万元、净利润3,335.26万元。 

（3）四川区域 

控股子公司金杯塔牌现货中心落地实施，对外启动“价值化服务”的新营销模式，通过实施“塔博士

学院”项目，为经销商赋能，并完成重庆区域20家经销商开发布局，对内通过开展“新兵营”训练，销售

人员综合素质得以全面提升，为下半年业绩目标达成提供有力保障。 

2、冷链物流方面 

报告期内，云冷投资践行抗疫保供，认真贯彻落实各级政府关于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的工

作要求，充分发挥湖湘人民城市大冰箱和市民“菜篮子”工程的作用，为市民生活保驾护航。同时，面对

新冠疫情对冷链业带来的巨大影响，云冷投资充分倾听商户心声，共同为解决企业和商户面临的困难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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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最终形成了共商、共建、共赢、共同繁荣市场的氛围，上半年仓储入库量较去年同期增长10.4%，

吞吐量较去年同期增长3%，二季度末市场开门率逾80%。 

3、新能源方面 

为将更多精力投入线缆主业，提升公司质量，公司将持有的金杯新能源全部股权进行了转让，将PACK、

BMS核心零部件制造业务进行了剥离，仅保留了与新能源汽车后市场服务相关的轻资产产业，实现轻装上

阵。 

4、技术研发方面 

2020上半年，公司共申请专利20项，其中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18项；授权专利17项，其中发

明专利1项，实用新型专利16项。参与3项国家标准以及多项企业标准的制订及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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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2017修订）（财会

[2017]22号），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

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本公司按照财

政部的要求时间开始执行前述新收入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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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向长沙共举以及湖南资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武汉二线79.33%股权，交易价格为

75,204.84万元。2020年1月19日，武汉二线已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次变更完成后，本公司持有武

汉二线79.33%股权。2020年2月18日，本公司向长沙共举发行股份100,310,992股，向湖南资管发行股份

67,255,205股，新增股份发行登记办理完毕。自2020年2月起，本公司将武汉二线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本期湖南云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新设子公司湖南云冷食品有限公司，自设立起纳入合并报表

范围。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学愚 

2020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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