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3315

公司简称：福鞍股份

一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

读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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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鞍股份 603315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玲 秦帅

电话 0412-8492288 0412-8437608

传真 0412-8492100 0412-8492100

电子信箱 fazg@lnfa.cn fazg@lnfa.cn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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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3,530,302.14 1,046,581,814.06 -7.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610,746,811.82 343,439,944.09 7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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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2,097.32 46,967,949.93 -70.19

营业收入 211,641,759.95 209,797,631.71 0.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7,433,267.73 26,531,775.61 3.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468,122.45 20,546,640.55 19.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6.28 7.46 减少15.8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92 0.3538 -6.9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92 0.3538 -6.95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5,73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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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辽宁福鞍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0.96 60,956,250 60,956,250 无

李士俊 境内自然人 7.13 7,125,000 7,125,000 无

万洪波 境内自然人 5.63 5,625,000 5,625,000 无

林新 境内自然人 0.42 424,600 0 未知

蔡彪 境内自然人 0.31 314,650 0 未知

臧君岭 境内自然人 0.24 236,921 0 未知

穆建华 境内自然人 0.23 225,000 225,000 无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

银瑞信战略转型主题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17 173,338 0 未知

张轶妍 境内自然人 0.17 168,750 168,750 无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锦赢八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17 167,58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不知晓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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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无优先股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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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无

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报告期内股份增减变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所持股份

类别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前十名优先股股东之间，上述股东

与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

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情况说

明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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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变更日期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及日期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随着国内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步回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同时国家对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不断加大， 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 以增强市场主体活

力。在此环境下福鞍股份遇到挑战的同时，也创造出了良好的改革机遇，在公司“技术创

新、管理创新、改革创新” 的整体思路指导下，董事会统一观点、脚踏实地的把改革创新

落实到经营生产中去，推动改革创新掷地有声、落实有效。 努力提高管理、技术、质量水

平，在加生产大技术成熟的批量件的同时继续开发高精端产品，保持公司在行业中的领

先地位。 建设一支适应市场能力强，能打硬仗的管理团队。

为应对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和行业形势， 董事会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和

发展目标，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1、市场方面：立足高端、战略合作、提升竞争优势。 产品的质量和良好的信誉是维系

和发展客户的保障。 公司致力于精品铸钢件的制造与研发，挖掘市场潜力，积极主动

与客户进行对接与交流，得到客户的信任与支持。 公司在巩固国内客户的同时继续加强

与国外客户的合作，报告期国外客户的收入增长百分之二十。

2、技术创新：没有创新企业就会停滞不前直至被市场淘汰，努力提高全员尤其是高

级管理人员创新意识，勇于接受新的事物新的思想。 创新不能纸上谈兵要从一道工艺，

一个产品开始将创新落实到实处，提高产品，提升工作效率，节约生产成本。 报告期内公

司共申请发明和实用新型32项专利技术。

3、经营管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完整的运营体系，不断提升公司营运效

率与管理水平。 在公司的经营发展上不仅要纵向和公司历史比较，也要横向和其他企业

比较，拓宽眼界，借鉴和学习其他企业的成熟的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管理理念。 日常管理

上以成立MPP领导小组为契机，强化管理体系，责任落实到人，建立有效的奖惩机制，树

立每个员工的责任意识。

4、人才培养：公司用人尤其是管理人员要看其自身素质及对工作的热情，不能满足

岗位要求的一定要予以撤换，重用人才不看关系不看面子，以能否给企业发展带来效益

为第一衡量标准。 公司大力培养年轻人，培养年轻人充分发挥其活力与激情，用他们新

的思维不断接近市场的变化甚至引领市场的发展，推陈出新虽将带来短期阵痛，但要以

长远发展的目光看问题，长痛不如短痛，用年轻人的活力与新思维，推动公司体系建设。

(一) 主营业务分析

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211,641,759.95 209,797,631.71 0.88

营业成本 150,895,414.62 152,937,184.13 -1.34

销售费用 3,957,507.66 2,353,637.01 68.14

管理费用 10,973,640.63 9,192,339.95 19.38

财务费用 12,873,909.98 17,572,812.43 -26.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002,097.32 46,967,949.93 -70.1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37,084.50 -11,341,360.54 45.0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639,693.10 -56,164,363.70 4.5

研发支出 2,599,971.95 2,342,746.14 10.98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营业收入同比增，主要系产品结构调整及产品单价略有增

加所致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营业成本有所下降，主要系公司优化管理考核方式、节能

减排等管理措施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产品成本所致。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销售费用同比增加，系公司主要客户美国GE集团收取的超

额订单折扣及出口代理费用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管理费用同比增加，系公司上市宣传咨询费用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财务费用同比减少，系公司上市后募集资金偿还贷款，利

息支出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减少，系购买商

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投资活动现金流量金额增加，系公司

主要建设项目基本完工，本期投入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筹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增加，本

期公司上市成功募集资偿还贷款，公司贷款额减少所致。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研发支出同比增加系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所致。

2、本报告期，对比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年度经营计划和财务预算，公

司营业收入完

成年度预算金额的 47.03%，期间费用完成年度预算金额的 51.02%，归属于母公司

的净利润完成年度预算金额的 45.46%，整体经营业绩基本达到年初预定标准。

(二)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铸造行业 209,153,403.37 150,553,265.44 28.02 0.49 -1.34

增加1.33个百

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火电设备铸

件

72,071,784.01 51,310,832.21 28.81 -6.76 -12.89

增加5.01个百

分点

水电设备铸

件

42,759,001.36 33,976,717.81 20.54 -15.14 -18.22

增加3个百分

点

其他铸件 87,561,934.22 61,280,901.88 30.01 23.35 31.60

减少4.39个百

分点

机械加工 6,760,683.77 3,984,813.54 41.06 -20.93 -20.68

减少0.19个百

分点

主营业务分行业和分产品情况的说明

其他铸件收入同比增长，水电、火电和机械加工收入下降，主要原因是公司进一步

加强与美国GE集团轨道产品上的合作，订单总量增加。 其他铸件毛利下降，主要系按照

与美国GE集团轨道交通产品协议，产品单价降低所致。 火电、水电产品毛利上升，主要

由于企业加强管理、节能减排等措施使整体成本下降。

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华北地区 16,769,341.86 178.11

东北地区 43,988,236.78 -46.52

华东地区 35,062,576.07 178.43

西南地区 13,947,487.61 -43.92

国外 99,385,761.05 20.62

合计 209,153,403.37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的说明

东北、西南地区收入下降，华东、华北及国外收入增加系企业调整产品结构，与美国

GE集团、法国阿尔斯通集团加深合作所致。美国GE集团主要加工商位于山东地区，阿尔

斯通集团总部位于天津地区，所以该区域收入增加。

(三) 核心竞争力分析

1、客户资源优势

国内外重大装备生产商对配件供应商的选取有着严格的标准和认证流程。 首先，生

产商要对供应商的生产设备和设施进行调研， 对硬件上满足生产条件的供应商给予认

证的机会；接下来，设备生产商会指派检查员对供应商工艺流程、技术能力、质量管理体

系等进行考核；考核通过后，设备生产商会向供应商提供少量产品订单进行试生产；最

后， 试产产品检验符合设备生产商要求的， 才能正式进入设备生产商的合格供应商名

单。 以上过程从双方开始接触到正式生产，往往需要一到两年时间。 由于更换合格供应

商的机会成本较大，设备生产商一旦对特定供应商完成认证，双方一般会维持长期稳定

的合作关系。

公司长期以来积累了较多优质客户资源，为哈尔滨电气集团、东方电气集团、上海

电气集团、北方重工集团等众多国内厂商提供电力、矿山机械、重型机械等领域的配套

铸件产品，同时也是日本东芝、日本三菱重工、丹麦史密斯、美国通用电气、法国阿尔斯

通、德国福伊特水电、德国西门子、印度BHEL等跨国公司的合格铸件供应商。

2、产品结构优势

公司主要产品是发电设备、轨道交通及工程机械配套大型铸钢件，其中核心产品包

括60万千瓦及以上级别大型汽轮机组配套铸钢件（包括百万千瓦及以上级别超临界、超

超临界汽轮机配套铸件）， 重型燃气轮机配套缸体铸件，70万千瓦及以上级别大型水力

发电机组用铸钢件、轨道交通转向架以及重型工程机械配套铸件。 上述产品属于大型铸

钢件中的高端产品，且在发行人营业收入中占比较高。

3、制造设备及工艺技术优势

公司拥有工艺设计、造型、熔炼、精炼、热处理、探补、机械加工等一系列完整的铸件

生产设备，完善的设备在保证公司铸造工艺的可行性、稳定性，提高大型铸造件特别是

高端复杂铸钢件的质量品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使得公司在硬件方面具备了参与大

型高端铸件行业竞争的实力；在工艺方面，公司全部生产过程采用PLC计算机数字模型

控制系统；铸造工艺采用酯固化碱性酚醛树脂砂自硬工艺（a-Set法），此工艺可有效提

高合金铸件质量；公司工艺废砂再生回用率达到90%以上。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

况、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4.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

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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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包括本公司及全部子公司， 辽宁福鞍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福鞍机械” ）、鞍山金利华仁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利华

仁” ）。

4.4 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董事会、监事会应

当对涉及事项作出说明。

不适用

证券代码：

603315

证券简称：福鞍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022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8月19日上午10:00在公

司四楼会议室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公司于2015年8月14日以书面方式发

出了会议通知。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会议由董事长吕世平召集

和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

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以书面表决方式

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议案一：关于《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公司 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详见 2015�年 8�月 2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 公司 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同日刊载于 《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的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议案二：《公司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见8月20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的公司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

号：临2015－024）。

特此公告。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0日

证券代码：

603315

证券简称：福鞍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023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8月19日上午11：00在公

司四楼会议室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公司于2015年8月14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了

会议通知。 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轶妍召集

和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监事以书面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议案一：关于《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公司 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详见 2015�年 8�月 2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 公司 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同日刊载于 《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的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议案二：《公司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见8月20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的 《公司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

告编号：临2015－024）。

特此公告。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8月20日

证券代码：

603315

证券简称： 福鞍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024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5〕543号）核准，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2,500万股，每股面值1.00元，每股发行价格10.77元，募集资金总额26,925万元，扣除各

项发行费用2,937.64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23,987.36万元。由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致同验字（2015）第110ZC162号）。 上募集资金

已于2015年4月20日全部到位。

（二）本报告期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存储专户中管理。 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为266,180,392.43元，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以募集资金231,723,000.00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置

换后，本公司募集资金剩余8,150,600.00元。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于2015年5月

31日前全部竣工投产， 剩余8,150,600.00元于2015年6月30日前作为公司流动资金使

用。

募集年

份

募集方

式

募集资金总额

本报告期已使用募集

资金总额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总额

尚未使用募

集资金总额

尚未使用募集

资金用途及去

向

2015

年

公开发

行股票

269,250,000.00 269,250,000.00 269,250,000.00 -

合计 / 269,250,000.00 269,250,000.00 269,250,000.00 - /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护投资人的权益，公司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

加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募集资金管理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订）》等相关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

募集资金的存储、管理、使用及监督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自募集资金到位以来，公

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存放、使用及管理。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及监管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2015年4月20日，公司及保荐机构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鞍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钢支行、中信银行达道湾支行、光大

银行鞍山分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四方监管协议》。

公司充分保障保荐机构、独立董事以及监事会对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的监督权。 报

告期内，协议各方均按照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规定行使权力、履行义务。 截至

2015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行 账号 账户余额（元） 募集资金项目

1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

山达道湾支行

7216910182600009051 0.00

重大技术装备高端铸

钢件制造项目

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鞍山分行

50920188000096710 0.00

水轮机组关键铸钢件

精加工项目

3

鞍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

钢支行

7200000004778854 0.00

超超临界火电缸体、

阀体及轨道交通转向

架加工项目

合计 0.00 /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存储和使用募集资金，截至2015年

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15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的情形。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和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募集资金的存放

与使用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特此公告。

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特此公告。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0

附件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元

募集资金总额 269,250,00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69,250,

00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69,250,

00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

资项目

已

变

更

项

目，

含

部

分

变

更

（如

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

期末

累计

投入

金额

与承

诺投

入金

额的

差额

(3)＝

(2)-

(1)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

度

（%）

(4)

＝

(2)/

(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重大技

术装备

高端铸

钢件制

造项目

否 92,161,

100.00

84,010,

500.00

84,010,

500.00

84,010,

500.00

- 100

完

工

123,724,

820.81

是 否

水轮机

组关键

铸钢件

精加工

项目

否 68,398,

700.00

68,398,

700.00

68,398,

700.00

68,398,

700.00

- 100

完

工

2,251,

051.45

否 否

超超临

界火电

缸体、

阀体及

轨道交

通转向

架加工

项目

否

79,313,

800.00

79,313,

800.00

79,313,

800.00

13,479,

792.43

79,313,

800.00

- 100

完

工

15,482,

731.42

否 否

合计 —

239,873,

600.00

231,723,

000.00

231,723,

000.00

13,479,

792.43

231,723,

000.00

— —

141,458,

603.68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为

266,180,392.43元，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

的议案》，同意以募集资金231,723,000.00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置换后，本公司募集资金剩余8,

150,600.00元，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于2015年5月31日

前全部竣工投产，剩余8,150,600.00元于2015年6月30日前作为

公司流动资金使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

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

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索菱股份 股票代码 002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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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贵荣 史海峰

电话 0755-28022655 0755-28022655

传真 0755-28022955 0755-28022955

电子信箱 dm88@szsoling.com dm88@szsoling.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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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900,785.08 390,974,826.18 1.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5,573,148.17 32,315,923.87 10.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3,586,293.66 30,431,317.35 10.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1,381,498.89 60,350,828.48 1.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 0.24 8.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 0.24 8.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88% 6.02%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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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3,432,289.19 1,089,912,882.20 33.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35,576,520.65 586,943,092.98 59.40%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6,861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

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肖行亦 境内自然人 48.43% 88,623,000 88,623,000

深圳市珠峰基

石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74% 10,497,884 10,497,884

北京华商盈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49% 8,208,105 8,208,105

芜湖基石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22% 5,900,000 5,900,000

李贤彩 境内自然人 1.75% 3,196,700 3,196,700

孙伟琦 境内自然人 1.50% 2,744,186 2,744,186

深圳长润创新

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0% 2,744,186 2,744,186

陈思妙 境内自然人 1.09% 2,000,000 2,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中邮信息

产业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09% 1,999,980

萧行杰 境内自然人 1.07% 1,967,200 1,967,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肖行亦、叶玉娟夫妇，自然人股东萧行杰为肖行亦之弟。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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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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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财务状况

资产结构：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6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货币资金 54,803.77 37.71% 21,332.70 19.57%

应收票据 1,038.69 0.71% 78.02 0.07%

应收账款 21,901.56 15.07% 22,642.57 20.77%

预付账款 1,432.83 0.99% 751.69 0.69%

其他应收款 1,665.77 1.15% 1,187.92 1.09%

存货 29,070.30 20.00% 29,688.59 27.24%

其他流动资产 0.00 0.00% 648.40 0.59%

流动资产小计 109,912.92 75.62% 76,329.89 70.03%

固定资产 16,839.88 11.59% 15,200.98 13.95%

在建工程 13,373.73 9.20% 10,726.74 9.84%

无形资产 1,354.19 0.93% 1,388.86 1.27%

长期待摊费用 662.71 0.46% 817.37 0.75%

递延所得税资产 1,069.21 0.74% 987.66 0.91%

其他非流动资产 2,130.59 1.47% 3,539.80 3.25%

非流动资产小计 35,430.31 24.38% 32,661.40 29.97%

资产总计 145,343.23 100.00% 108,991.29 100.00%

负债结构：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6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短期借款 11,874.00 22.93% 15,475.80 30.77%

应付票据 15,742.23 30.40% 10,947.64 21.77%

应付账款 14,320.20 27.65% 10,740.05 21.35%

预收款项 600.29 1.16% 721.09 1.43%

应付职工薪酬 747.95 1.44% 767.92 1.53%

应付税费 357.85 0.69% 493.85 0.98%

应付利息 - 0.00% - -

其他应付款 730.13 1.41% 764.94 1.52%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 0.00% - -

其他流动负债 - 0.00% 3,455.00 6.87%

流动负债小计 44,372.65 85.69% 43,366.28 86.22%

长期借款 6,805.49 13.14% 6,242.49 12.41%

递延收益 607.43 1.17% 688.21 1.37%

非流动负债小计 7,412.92 14.31% 6,930.70 13.78%

负债总计 51,785.57 100.00% 50,296.98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结构中固定资产所占比重较高，符合行业特点，预计今后几

年公司固定资产绝对值仍会增加，但随着公司销售规模的扩张、盈利持续增长，公司

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将有所下降。

2015年6月30日，公司资产负债率（母公司）为35.63%，负债适度，财务风险控制

较好。 主要是今年上半年募集资产已到位，使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比上期大幅下降。

（二）经营成果

目前，公司主要产品市场需求旺盛。 公司继续巩固在CID系统细分市场的领先地

位；并着力拓展多功能、智能化的CID系统的客户，在CID系统的领域获取更高的市场

份额，与下游行业中的领导型企业共同成长；另一方面，公司将进一步扩大产能，优化

产品结构，提高产品的毛利率水平。公司管理层认为：随着中国汽车产业的蓬勃发展，

CID系统市场将持续繁荣，未来通过拓展国内外大型汽车电子产品客户，以及加大对

CID系统研发和市场推广投入，公司未来可保持稳定的盈利水平。

2015年1-6月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9,590.08万元，较上年同期提高1.26%；营业

利润4,005.69万元， 较上年提高12.06%； 利润总额4,285.73万元， 较上年提高

12.6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820.16万元，较上年下降7.25%；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557.31万元，较上年提高10.08%。 由于

公司正积极的拓展前装车厂业务，2015年1-6月净利润同比增速高于营业收入同比

增速。

公司所处的行业是汽车电子行业，是一家专业从事CID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

并以此为基础向客户提供专业车联网服务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主要经营范

围包括CID系统的经营销售，主要收入来源是对前装汽车生产厂商、各汽车销售集团

和4S店客户、国内外经销商的销售收入。

自本公司设立以来，主营业务及主要服务内容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2015年1-6月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为390,912,388.49元， 同比增长1.1%;主

营业务成本为286,546,174.69元，同比增长3.19%；利润总额为42,857,347.29元，同

比增长12.62%。

2015年上半年销售情况如下（按产品类型分）：

项目

2015年1-6月 2014年1-6月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多媒体导航车载信息终端 92,701,269.71 70,729,163.42 98,617,200.17 73,303,061.00

多功能娱乐车载信息终端 228,062,133.41 166,700,724.20 254,771,035.99 183,788,801.04

智能化车载信息终端 70,148,985.37 49,116,287.07 33,264,585.56 20,601,541.97

合 计 390,912,388.49 286,546,174.69 386,652,821.72 277,693,404.01

2015年上半年销售情况如下（按地区分）：

项目

2015年1-6月 2014年1-6月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国内销售 247,067,249.82 182,114,604.02 259,476,164.21 187,195,569.40

出口销售 143,845,138.67 104,431,570.67 127,176,657.51 90,497,834.61

合 计 390,912,388.49 286,546,174.69 386,652,821.72 277,693,404.01

（三）其他重要事项

公司无需要披露的其他重要事项。

（四）募集资金投入措施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随着募集资金的到位，公司的股本及净资产均将大幅

增长。 但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及产能的完全释放需要一定时间， 公司每股

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将下降， 公司投资者即期回报将被摊薄。 为此公司在募

集资金到位后拟采取以下措施提高投资者回报能力：

（1）不断提升产品结构，拓展销售，增加收入；

公司将抓住行业机遇，提高高端、高附加值的CID系统产出及销售等措施提升产

品结构。公司将通过扩大销售范围、完善市场网络等手段，进一步扩大产品销售规模。

未来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成，公司的生产能力将大幅增长，规模优势有望进一

步加以巩固，营业收入和盈利能力将进一步提高。

（2）加强管理挖潜，合理控制成本费用支出；

公司将通过不断加强生产环节管控，提高自动化生产水平、改进生产产品质量控

制流程，提高生产组织管理水平。 随着公司生产规模的扩大，规模效应的发挥和生产

管理能力的提升将有利于公司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及费用。

（3）不断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加强公司持续竞争能力；

本公司的产品开发计划将以现有产品为基础，不断加大对高端产品的研制和开

发。 公司将在未来几年加大研究开发及技术创新投入， 建立和完善技术创新激励机

制， 持续保持自身研发水平的领先性和研发方向的前瞻性。 同时公司将逐步提高产

品设计水平和生产工艺水平，使公司的产品质量能得到持续的改进，进一步加强公司

的竞争优势。

（4）加强募集资金管理，保证募投项目建设顺利推进，尽快产生效益；

公司将加强募集资金管理，审慎选择商业银行并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

金存放于董事会决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集中管理。

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均经过严格科学的论证，并获得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

符合本公司发展规划。 在本公司所处的宏观经济、政治、法律、社会环境和所处行业

领域处于正常发展的状态，没有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的不可抗力事件发生

的前提下，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具有良好的盈利前景。 募投项目预计建设期较短，项

目经济效益较好， 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公司已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上进行了前

期投入。 公司将保证募投项目建设顺利推进 ，尽快产生效益回报股东。

（5）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积极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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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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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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