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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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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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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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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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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833-2595155 

办公地址 四川省乐山高新区迎宾大道18号 

电子信箱 securities@sunwayint.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3,075,302,664.08 2,939,246,565.45 4.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506,943,185.63 1,531,756,230.90 -1.62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5,695,104.88 -80,970,338.47   

营业收入 927,223,616.23 908,473,765.52 2.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9,074,621.74 62,846,543.36 -69.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1,553,924.11 56,038,693.22 -43.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23 4.34 减少3.1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4 0.12 -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4 0.12 -66.67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4,37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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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李广胜 境内自

然人 

30.00 155,949,500 0 质押 79,000,000 

李广元 境内自

然人 

28.00 145,550,500 0 质押 144,121,000 

上海凌鸷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世嘉一号私募基

金 

未知 1.17 6,096,800 0 未知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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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知 0.94 4,880,600 0 未知 0 

盛业武 境内自

然人 

0.72 3,750,000 0 质押 2,000,000 

沈卢东 境内自

然人 

0.72 3,750,000 0 未知 0 

李敏 未知 0.59 3,087,100 0 未知 0 

周杏英 未知 0.52 2,685,400 0 未知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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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知 0.45 2,326,300 0 未知 0 

骆亚君 境内自

然人 

0.40 2,095,000 132,000 无 0 



姜向东 境内自

然人 

0.40 2,095,000 132,00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广胜先生与李广元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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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新控股股东名称 李广胜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李广胜 

变更日期 2020年 4月 1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及日期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公告编号临 2020-012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自发生新冠疫情以来，公司将疫情防控放在首位，在做好自身防控工作的同时，加紧复工复

产，是四川省首批复工企业；公司党委积极指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向疫区捐款、捐物、支援医

用口罩制造需求等，为疫情抗击贡献力量。 

报告期内，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积极落实今年各项重点工作任务，实现营业收入 92,722.36

万元，同比上升 2.06%，实现归属上市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907.46 万元，同比下降 69.65%。2020

年上半年主要经营情况分析如下： 

（一）巩固市场开拓，收入保持稳定增长 



 

图 2：公司营业收入变化情况 

第一季度，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业务开展受限。公司服务的部分工程项目建设延迟、原有

订单产品交货延后，导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下滑比较严重，第一季度完成营业收入 20,588 万元，

同比下降 52.73%。 

进入二季度以来，国内疫情得到控制，生产经营秩序逐步恢复。此外，受益国家新一轮基础

建设工程的推进，核电、轨道交通、特高压电力等大型基建项目持续建设，公司国内业务在第二

季度已全面恢复并实现同比增长，尤其是轨道交通、核电及新能源、电力等市场领域。第二季度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2,135 万元，同比增长 52.53%。由于海外疫情防控形势仍然具有不确定性，公

司海外市场领域的业务尚未恢复。 

得益于第二季度主营业务收入的恢复性增长，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92,722.36 万元，同比

上升 2.06%。 

（二）铜价剧烈波动，净利润同比下滑 



 
图 3：2019-2020 年半年度铜期货价格走势 

2020 年上半年，铜材价格在较短时间内出现大幅波动，国内期货铜价运行区间在 36500-49100

元/吨，高低之差达 12600 元/吨。报告期内，铜价的大幅波动对公司净利润造成了不利影响。具

体情况如下： 

（1）对毛利率的影响。2020 年初，公司结合在手订单与中标情况对未来合同的原材料制定

采购计划。对于预计交货期在三个月内的部分订单，公司与现货供应商签订远期铜材供货合约，

提前锁定铜材。受疫情影响，公司部分客户的工程项目建设延迟或产品交货延后，随着公司前期

铜材远期供货合同陆续到期以及铜材现货价格的大幅下降，公司综合考虑采购成本后，对远期铜

材合同进行提货，该部分原材料的价格高于市场价格，且被用于新签的订单。在铜价大幅下跌的

影响下，新签订单的产品价格有所降低，从而导致公司营业成本同比上升 4.79%，毛利率同比下

降 2.11 个百分点，影响利润总额减少 1915 万元。 

（2）对套期业务的影响。报告期内，受疫情影响，公司下游客户取消了部分远期电缆采购订

单，由于公司对该部分订单所需的原材料铜进行了套期保值，根据公司《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内部

管理制度》，在客户取消订单时，公司须对相应的套期保值业务进行平仓处理。由于铜材价格大幅

波动，短期内急剧下跌，公司确认套期保值无效产生的损失影响利润总额减少 1862 万元。 

除受上述铜价剧烈波动影响净利润外，报告期内因疫情影响，公司整体客户付款期限延长，

其中 2 年以上的一般客户应收账款比例同比增长 202%，导致本期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影响利润总额

减少 852 万元，同比影响利润总额减少 721 万元。 

2020 年下半年，公司将聚焦重点、务实前行，坚定高质量发展方向，沿着既定方向前进持续



拓展发展空间。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2017年 7月 5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2017年修订）》（财会【2017】

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本公司于 2020年 1月 1日执行新收入准则，对会计政策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详见本报告第十节、

五、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