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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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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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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化机械 股票代码 000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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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进斌 周艳霞

办公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

道77号金融港A2座12层董事会办公室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

道77号金融港A2座12层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 027-63496803 027-63496803

电子信箱 security.oset@sinopec.com security.oset@sinopec.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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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0,854,445.29 1,345,460,412.81 37.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2,888,490.39 -158,934,304.71 47.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16,971,875.37 -168,523,202.50 30.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37,398,405.39 -45,557,630.88 -640.6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86 -0.2657 47.8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86 -0.2657 47.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3% -9.69%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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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49,920,676.27 6,996,990,747.74 9.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80,032,082.39 1,758,840,847.54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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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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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石油化工

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58.74%

351,351,

000

0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13% 12,735,747 0

金鹰基金－工

商银行－金鹰

穗通15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1.37% 8,195,090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71% 4,267,640 0

石晶玉 境内自然人 0.33% 2,000,000 0

北京基业华商

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28% 1,700,004 0

傅桂容 境内自然人 0.25% 1,466,000 0

张波 境内自然人 0.21% 1,253,500 0

许桂云 境内自然人 0.21% 1,250,000 0

王良标 境外自然人 0.14% 838,77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公司持股5%以上（含5%）的股东仅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一家，是本公司的控股股

东，所持股份性质为国有法人股。 2、公司前十名的其他

股东与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3、未知其他普通股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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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公司围绕“推进三个创新，抓好五大发展，建设世界一流” 发展战略目

标，按照年初工作安排部署，真抓实干、拼搏进取，公司上半年整体工作取得积极进展，继续

保持了2017年下半年以来箭头向上、经营向好的良好势头。

2018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8.5亿元、同比增长37.56%；实现利润总额-7990万元、同

比减亏6438万元、减幅45%；累计新增订货35.9亿元，同比增长52.7%。

（一）主要工作情况

1.生产经营增势良好。 公司抓住市场不放松，从研发、生产到售后服务全流程向市场聚

焦，不断巩固一体化攻坚市场的良好局面，取得了长足发展。

公司首套增压开采用压缩机组在涪陵连续平稳运行4950小时、 增产气量2475万立方

米；以综合评分第一中标涪陵和华北增压项目70台压缩机；钻完井工具及一体化服务市场

反应良好，新签合同额同比增长14.6%；钢管、压缩机等生产线开足马力、按时完成保供任

务；科威特7000米钻机、西北超深井9000米钻机整机性能稳定，钻机业务向中高端水平迈

进；混合钻头、海洋固井双机双泵橇、修井机、电驱压裂装备等特色优势产品批量进入中石

油、中海油等市场；连续油管成套装备、压裂橇首次出口俄罗斯，投入科威特现场试用的3种

型号的钻头平均机械钻速均超客户预期指标，全部一次通过试用。

2.全面可持续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持续推进服务转型、

经营转型，提升现有业务发展质量和效益，持续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延伸，打造新增长点，着

力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 以客户为中心发展服务制造，进一步扩大了市场范围、拓展了

业务领域、提升了服务能力。2018年上半年，服务制造完成新签合同同比增长31.7%。推广钻

头钻具修复回用，目前钻头和螺杆钻具的修复回用在陕北、华北等市场已成为主要经营模

式，钻头钻具毛利率同比增加9.72%，有力推动了降成本和经营转型。 攻关“十三五”国家科

技重大专项，在突破深层页岩气开发装备与工具关键技术上取得了积极成果，全电动压裂

成套装备已被列为国家油气专项“十三五” 重大成果之一；积极向炼化领域延伸发展，推进

了炼化管材研发与型式试验、炼化检测服务资质取证、炼化压缩机设计方案编制、柴油尾气

处理液加注机工业性试验等工作，公司可持续发展新动能的培育继续向前推进。

3.深化改革强化管理取得新进展。 公司被列入国务院国资委“双百行动” 综合改革试点

单位，通过走出去学习中国一重、中国二重改革经验，研究把契约式经营改革从三级单位提

升至二级单位层面推广实施，召开专题会议分类推进技术研发、营销服务、经营管理、技能

操作人员薪酬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优化公司改革总体方案，机制改革迈出新步伐。 内树标

杆、外学先进，推广应用全员设备保全、划小核算单元等精益管理方法，按持续改进、PDCA

循环落实精益管理课题和提案，降成本、提效率成效逐渐显现。 强化现金流管理，持续开展

应收账款清收工作，应收账款较年初减少2.05亿元。

（二）海外业务开展情况

2018年上半年,公司全面布局海外市场，强化重点项目运作，海外市场累计实现新增订

单4亿元。 在俄罗斯、中东、非洲等热点市场全力争取设备项目订单；深植中东市场，公司钻

头类产品在科威特国家石油公司成功试用，产品效能大幅超越客户标准，赢得好评。 钢管类

产品斩获沙特延布亿元大单，在中东其他国家的认证入网工作也在加快推进；利用北美市

场复苏的时机，拓展美、加两国设备和配件市场；此外，公司还积极亮相国际舞台，派团参加

美国OTC展、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展等国际知名展会，扩大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与国内外伙

伴携手合作，落实和执行各项战略合作协议，努力提升海外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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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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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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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通知于2018年8月10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2018年8月22日通过传真通讯

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9名，实际参加董事9名。会议的通知、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公司与关联财务公司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风险评估报告》

《公司与关联财务公司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风险评估报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张卫东董事、杨哲董事、茹军董事、张锦宏董事为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了《关于承德江钻分公司职工家属区物业管理职能分离移交的议案》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河北省及承德市有关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 分

离移交工作政策文件规定，公司下属承德江钻分公司职工家属区物业管理属于分离移交范

围；公司须将承德江钻分公司职工家属区物业管理职能及相关资产移交至河北省承德市双

桥区人民政府；分离移交项目需按照当地政府出台的维修改造范围和定额标准实施，预计

维修改造费用总额不超过436.92万元。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发（2016）45号文件规定，维

修改造费用由中央财政补助50%，公司自筹50%。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上述第2、3项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事先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的独

立意见全文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三、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3、公司2018年半年度财务报告。

特此公告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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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

会议通知于2018年8月10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2018年8月22日通过传真通讯

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监事5名，实际参加监事5名。会议的通知、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

监事会书面审核意见：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关于承德江钻分公司职工家属区物业管理职能分离移交的议案》。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河北省及承德市有关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 分

离移交工作政策文件规定，公司下属承德江钻分公司职工家属区物业管理属于分离移交范

围；公司须将承德江钻分公司职工家属区物业管理职能及相关资产移交至河北省承德市双

桥区人民政府；分离移交项目需按照当地政府出台的维修改造范围和定额标准实施，预计

维修改造费用总额不超过436.92万元。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发（2016）45号文件规定，维

修改造费用由中央财政补助50%，公司自筹50%。

监事会经审核认为：将承德江钻分公司职工家属区物业管理职能分离移交至承德市双

桥区人民政府的行为，是贯彻执行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河北省及承德市有关国有企业职

工家属区“三供一业” 分离移交工作政策文件规定，分离移交过程中的费用按照国务院办

公厅文件规定承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对此项工作的决策和

安排符合公司章程。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七届二次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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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电缆 股票代码 00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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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永涛 廖丹

办公地址 福建省南平市工业路102号 福建省南平市工业路102号

电话 0599-8736341 0599-8736341

电子信箱 sunbss@163.com liaodan0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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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0,838,139.53 1,717,174,772.81 31.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1,303,624.73 40,064,517.05 3.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6,159,269.56 23,280,161.03 12.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35,405,527.59 -204,608,219.91 -161.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61 0.0738 3.1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61 0.0738 3.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6% 2.95%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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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9,980,648.75 3,240,105,234.30 19.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62,042,753.53 1,327,792,732.42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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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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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州太顺实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2.31%

121,064,

585

福建亿力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30%

104,752,

148

厦门象屿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36% 94,195,869

南平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5% 18,155,835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33% 7,192,920

李宗彬 境内自然人 0.36% 1,965,281

#陈世珍 境内自然人 0.20% 1,077,783

莆田市荔城区

财政局

国有法人 0.20% 1,064,812

许长虹 境内自然人 0.17% 918,700

李才坤 境内自然人 0.13% 68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不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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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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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着战略规划和年度经营目标，充分利用公司的品牌效应、销售渠

道、技术和管理等优势，根据经营状况及时调整经营策略，积极开拓创新，加大销售激励拓

展市场，使公司保持平稳有序的发展。

公司产品的主要销售市场在福建省内， 近年来公司拓展福建省外市场的力度不断加

大，报告期内，公司代理商增至175个，整合省内授权专卖店156家。

公司重点开拓各省市电力公司的配网项目，提升公司在电力市场的占有率；同时随着

城市轨道交通等行业快速发展的契机，针对国内大型客户和重点工程进行定向营销，有效

提升了渠道资源，成功开发了厦门地铁、福州地铁、成都地铁、福建高速等重点工程项目。

2018年上半年公司技术中心组织研发以下项目：（1）WDZB1-YJY电缆。 该项目为公

司自主研发项目，现已完成产品结构设计，各类样品正在试制阶段，该产品适用于具有高度

安全性的场所，具有优异的阻燃性能，燃烧时不释放卤酸、发烟量小、毒性小，可大量减少有

毒腐蚀性等有害气体的排放和烟雾的产生，发生火灾时有利于人员的逃生疏散和灭火工作

的进行,（2）WDZB2-BYJ电线。 该项目为公司自主研发项目，现已完成产品结构设计，各

类样品正在试制阶段，该产品用于民用建筑，增加电线产品的品种，用于高端客户。 具有优

异的电性能、承载能力强，具有耐高温、阻燃、低毒性等优异性能。 燃烧时不释放卤酸、发烟

量小，离火即自熄，可大量减少有毒腐蚀性等有害气体的排放和烟雾的产生,（3）聚氨脂护

套芳纶编织加强卷筒电缆。 该产品目前已按定单要求生产产品，该产品具有良好的抗拉性

和抗撕裂强度，又保持柔软性，产品性能佳，使用安全。 截至报告期日，公司获得专利87项，

其中：5项发明专利技术，80项实用新型专利技术。

报告期内，公司合并报表实现营业总收入226,083.8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66%，实

现利润总额6,163.6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74%，实现净利润4,529.2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4.73%，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130.3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09%。 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36,204.28万元，较年初增长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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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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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李云孝

2018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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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8年8月23日上午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云孝先生召集并主持，

会议通知于2018年8月13日以专人递送、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应参加会议董事11名，实际参加会议董事11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逐项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

《2018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审议并通过《关于补选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11票赞

成；0票反对；0票弃权。

鉴于公司原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李宇哲先生因工作安排原因辞去公司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委员职务，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工作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提议董事

会补选魏志斌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3、审议并通过《关于增加2018年公司与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陈方、林俊杰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

0票反对；0票弃权。

《关于增加2018年公司与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

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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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8年8月23日下午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曾仰峰先生召集，本次会

议通知已于2018年8月13日以专人送达、传真、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监事。 应参加会议监

事3名（发出表决票3张），实际参加会议监事3名（收回表决票3张）。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与会监事审议，本次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表决结果为：3票赞成；0票反对；0票

弃权。

经核查， 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8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关于增加2018年公司与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表决结果为：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拟增加的日常关联交易属正常的经营需要，以市场价格为基

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

利益的行为。

《关于增加2018年公司与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

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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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2018

年公司与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关联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4月11日召开第八届董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公司与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预计2018年度公司与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象屿集团” ）及其关联公司发生销售产品、商品交易合计6,200万元，上述内容详见2018

年4月12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根据公司与象屿集团及其下属关联公司2018年上半年实际销售业务情况， 以及对其

2018年下半年销售业务的预测，公司于2018年8月23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18年公司与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拟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5,000万元，关联董事陈方先生、林俊杰先生对

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回避表决。

本次新增加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2、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2018年原预计金额(万

元)

2018年增加预计金额(万

元)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商品

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关联公司

销售产品 6,200 5,000

截止目前已发生3,161.25万元。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介绍

企业名称：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水利

注册资本：157590.83万人民币

住所：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象屿路99号厦门国际航运中心E栋11层01

单元

经营范围：商事主体的经营范围、经营场所、投资人信息、年报信息和监管信息等请至

厦门市商事主体登记及信用信息公示平台（网址：www.xiamencredit.gov.cn)查询。 经营

范围中涉及许可审批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截至2018年6月30日，象屿集团总资产11,091,984.72万元，净资产3,165,638.82万元，

营业收入11,146,043.57万元，净利润94,556.99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10.1.3条（四）

规定。

履约能力分析：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诚实守信，运营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政策及依据

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均为参照市场价格确定，定价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进

行。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关联交易协议由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在预计金额范围内签署。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所发生的， 交易各方业务合作关系稳定，

交易遵循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符合市场化定价规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况；上述关联交易占公司同类交易的比例较小，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的长期发展，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损害

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经审核公司《关于增加2018年公司与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我们认为公司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属正常的经营需要，以市场价格为基

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

利益的行为，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产生负面影响，基于上述情况，

我们同意将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宜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意见

经审查公司《关于增加2018年公司与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材料后，我们认为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属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其目的是为了保

证公司正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定价原则遵循公开、公平、价格公允、合理的原则，由交易双

方采取参考市场价格或以成本加合理利润方式的定价政策来协商确定具体交易价格。 因

此，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无关联关系股东的权益的

情况，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和持续经营能力造成不良影响。 我们同意公司将关联交易事

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且对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表示同意。

六、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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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子新材 股票代码 002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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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跃国 孙莹琦

办公地址 苏州市相城区潘阳工业园春丰路88号 苏州市相城区潘阳工业园春丰路88号

电话 0512-68327201 0512-68327201

电子信箱 jyg@yzjnm.com sun_ying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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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5,069,689.04 1,209,529,282.76 14.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7,069,196.33 49,784,569.74 -25.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5,968,747.75 47,153,367.14 -23.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3,656,678.67 -158,376,245.38 152.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2 0.097 -25.7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2 0.097 -25.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7% 7.06%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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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4,240,672.19 2,776,186,270.94 8.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44,898,605.69 748,240,769.02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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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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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泸溪勤硕来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4.02%

123,010,

000

0 质押

123,010,

000

胡卫林 境内自然人 16.40% 83,960,320 0 质押 81,600,000

南宁颐然养老

产业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47% 68,990,000 0

蔡旭艳 境内自然人 4.87%

24,960,

000

0

哈尔滨嘉悦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69%

24,000,

000

0

昆山市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89% 19,895,733 0

符雅芳 境内自然人 2.39% 12,238,000 0

曹芸 境内自然人 1.10% 5,613,511 0

华信期货－上

海昭砾商务咨

询有限公司

其他 0.81% 4,137,151 0

徐如媛 境内自然人 0.52% 2,680,04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主要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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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形势较2017年有所弱化， 全球经济遇到的风险和困难逐步增

多，主要经济体增长放缓、通胀上升，紧缩货币政策周期开启，美国针对全球的贸易保护主

义正在抬头，地区间的贸易摩擦升级，干扰了全球经济的复苏态势。 另一方面，国内经济增

长、通胀和就业较为平稳，稳杠杆等供给侧改革扎实推进。在面临中美贸易争端和国内金融

稳杠杆的大环境下，国内仍然保持了经济增长的稳定。 面对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和行业环

境，报告期内公司严格遵循战略规划，有效执行经营方针，实现净利润3706.9万元。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保健问题逐渐成为全民关注热点，特别是在人口老龄

化程度加剧及医疗资源存在巨大缺口的大背景下，健康养老产业市场空间巨大。 公司除原

有的有机涂层板业务以外，2018�年 5�月 16�日， 公司与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以下简称“相城高新开发区” ）签署了《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关于鼓励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稳步发展现有业务，积极引入大健康、养老

产业之意向协议》。 相城高新开发区将鼓励公司稳步发展现有业务，积极引入大健康、养老

产业。 公司亦将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和市场需求，在未来的经营中把握时机开展相关业务，不

断提升公司经营水平，提升公司竞争力，尽力为公司全体股东创造更大价值。 详见公司于

2018年 5�月 1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与江苏省苏州市

相城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签署合作意向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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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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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晖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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